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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部分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为深圳

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产丽星”、“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相关要求，对通产丽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 25 日，通产丽星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

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467 号），核准通产丽星向深圳清

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投控”）发行 416,812,955 股股份、向北京

嘉实元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实元泰”）发行 109,148,143 股股

份，向上海红豆骏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骏达”）发行 75,627,149

股股份、向深圳鼎晟合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晟合泰”）

发行 57,206,156 股股份、向深圳市永卓恒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永

卓恒基”）发行 49,408,660 股股份、向深圳百富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富祥投资”）发行 38,186,216 股股份、向深圳慈辉清科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慈辉清科汇”）发行 21,829,148 股股份、向上海谨诚企业管理中

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谨诚企管”）发行 15,993,222 股股份、向清控创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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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创投”）发行 15,445,454 股股份购买力合科创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力合科创”）100%股权，该等股份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批准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在深交所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通产丽星未有派发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截至

本公告披露之日，通产丽星总股本为 1,210,604,219 股，其中限售股总数为

799,658,603 股，占通产丽星总股本的 66.054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410,945,616 股，占通产丽星总股本的 33.9455%。 

（二）锁定期安排 

清研投控和鼎晟合泰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嘉实元泰、红豆骏达、永卓恒基、百富祥投资、慈辉清科汇、谨诚企管、清

控创投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同时将于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业绩承诺实现的情况按照以下表格所列时间进行

分期解锁。各方同意，就计算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时，以盈利预测补偿期内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承诺净利润作为业绩或业绩承诺总额的计算指标。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可申请解锁股份 

第一期 

以下列时间中孰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盈利预测补偿期第一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的第 5日。 

2、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后的第 5日。 

3、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后的第 5 日。 

第一期解除锁定的股

份=交易对方所持股份

总数×标的公司第一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总额－本期

应补偿股份数（如需）。 

第二期 

以下列时间中孰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盈利预测补偿期第二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的第 5日。 

2、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后的第 5日。 

3、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二十四个月后的第 5 日。 

第二期解除锁定的股

份=交易对方所持股份

总额×标的公司第一

年度和第二年度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总额－累积已补

偿股份数（如有）－本

期应补偿股份数（如

需）－第一期解除锁定

的股份数。 

第三期 以下列时间中孰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第三期解除锁定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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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可申请解锁股份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盈利预测补偿期第三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的第 5日。 

2、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后的第 5日。 

3、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盈利预测补偿期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后的第 5 日。 

4、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三十六月后的第 5 日。 

份=交易对方所持剩余

未解锁股份总额—本

期应补偿股份数（含业

绩承诺及减值测试）

（如需）。 

注：根据以上表格计算可申请解锁时间时，嘉实元泰、永卓恒基将不适用第二期所列“3、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已满二十四个月后的第 5 日”以及第三期所列“4、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已

满三十六个月后的第 5日”。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所涉股份系嘉实元泰、红豆骏达、百富祥投资、永卓恒

基、慈辉清科汇、谨诚企管、清控创投第一期可申请解锁股份。申请解除限售的

股东所作出的与本次解限股份对应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1、股份锁定及质押的承诺 

序

号 

承诺 

事项 
承诺方 承诺主要内容 

1 

关 于 股

份 锁 定

及 质 押

说 明 的

承诺函 

嘉实元泰、红豆骏

达、百富祥投资、永

卓恒基、慈辉清科

汇、谨诚企管、清控

创投 

1、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因未实现净利润承诺而由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除外。 

2、上述锁定期届满时，承诺人将根据本次交易各方所

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在可解锁时

间申请分批解锁股份。 

3、股份锁定期限内，因上市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

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新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

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4、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优先用于履行

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

如未来质押上述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

补偿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

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

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5、承诺人承诺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对

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作出相关的锁定安排。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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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诺 

事项 
承诺方 承诺主要内容 

述锁定股份的承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

符的，承诺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对

上述锁定期约定进行相应调整。 

2 

关 于 股

份 锁 定

的 承 诺

函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奚立妍、

沈力、王荣君 

在红豆骏达已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及质押说明的承

诺函》中承诺的锁定期内，本企业/本人不以任何方式

转让持有的红豆骏达的出资，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

者让渡或者约定由其他主体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享

有本企业/本人通过红豆骏达间接享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有关的权益。 

史妍、王美杰、鞠纯

光、李泽鹏、周文栋、

随军照、深圳市永卓

御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福海嘉木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稳赢贸易有

限公司 

在永卓恒基已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及质押说明的承

诺函》中承诺的锁定期内，本企业/本人不以任何方式

转让持有的永卓恒基/永卓御富/福海嘉木/稳赢贸易的

出资，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者让渡或者约定由其他

主体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享有本企业/本人通过永卓

恒基/永卓御富/福海嘉木/稳赢贸易间接享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有关的权益。 

潘维、刘莹、邓萍、

王秋霞、陈景明、陈

健华、周灿灿、周德

盛、李劲松、汪建武、

黄民权、邓思力、涂

晓鸣、章冬亮、王成

余、何春香、广东禾

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博厚拓普环保控

股有限公司、广州睿

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铸山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汇合

众青投资有限公司 

在慈辉清科汇已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及质押说明的

承诺函》中承诺的锁定期内，本人/本企业不以任何方

式转让持有的慈辉清科汇/禾田投资/睿驰投资/铸山基

金/汇合众青的出资，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者让渡或

者约定由其他主体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享有本人/本

企业通过慈辉清科汇/禾田投资/睿驰投资/铸山基金/汇

合众青间接享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有关的权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已得到严格履行。 

2、业绩补偿承诺及实现情况 

2019 年 6 月 5 日，公司与全体交易对方（清研投控、嘉实元泰、红豆骏达、

鼎晟合泰、永卓恒基、百富祥投资、慈辉清科汇、谨诚企管、清控创投）签署了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合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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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15,620 万

元、23,600 万元、33,740 万元（含本数），且标的公司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000 万

元、33,000 万元、42,000 万元（含本数）。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大华核

字[2020]001859 号《关于收购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

核报告》，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2019 年度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力合科创集

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二）其他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通产丽星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通产丽星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12 月 30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86,198,2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203%。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数量为 7 人，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

通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份

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1 

北京嘉实元泰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109,148,143 28,892,155 7.0307% 2.3866% 

2 
上海红豆骏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75,627,149 20,018,951 4.8714% 1.6536% 

3 

深圳市永卓恒基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49,408,660 13,078,762 3.1826% 1.0804% 

4 
深圳百富祥投资

有限公司 
38,186,216 10,108,116 2.4597% 0.8350% 

5 
深圳慈辉清科汇

投资管理中心（有
21,829,148 5,778,303 1.4061% 0.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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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6 

上海谨诚企业管

理中心（普通合

伙） 

15,993,222 4,233,499 1.0302% 0.3497% 

7 
清控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5,445,454 4,088,502 0.9949% 0.3377% 

合计 325,637,992 86,198,288 20.9756% 7.1203% 

注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注 2：以嘉实元泰为例具体说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的计算过程，本次解除锁定的股

份=交易对方所持股份总数×标的公司第一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总额－本期应补

偿股份数=109,148,143×27,000÷（27,000+33,000+42,000）－0，计算结果向下取整。 

四、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99,658,978.00  -86,198,288.00 713,460,690.00 

1、高管锁定股 1,875.00  - 1,875.00 

2、首发后限售股 799,657,103.00  -86,198,288.00 713,458,815.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10,945,241.00  +86,198,288.00 497,143,529.00 

三、股份总数 1,210,604,219.00 - 1,210,604,219.00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

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通产丽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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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生荣           张钦秋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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