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2021-009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并收购合计 4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与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铸鼎工大”）、自然人邢大
伟、王婷、沈亚平、王碧怡签署了《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和《股权收购与增资
协议之利润补偿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 1,000 万元对铸鼎工大进行增资，并以
人民币 6,200 万元收购邢大伟、王婷、沈亚平、王碧怡持有的铸鼎工大合计 36.47%
股权（增资前口径），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铸鼎工大 40%的股权，成为铸鼎
工大的第一大股东。
2、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对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合计 40%股权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此次增资与股权收购事项。
3、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重大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由于本次事项的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因此本次
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邢大伟（身份证号：2301031968XXXXXXXX，住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自然人王婷（身份证号：2307141987 XXXXXXXX，住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自然人沈亚平（身份证号：2323251958 XXXXXXXX，住址：黑龙江省兰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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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王碧怡（身份证号：2301081994 XXXXXXXX，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上述自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园智谷大街 4509 号 1 号厂房 1 层 101 室
注册资本：1,062.5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邢大伟
成立时间：2015 年 02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301211856H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合金材料及其制品加工；有色金属合金零件、粉末冶金
材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加工；特种铸造设备设计、制造、技术服务。
（二）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占股比例

1

邢大伟

575.00

货币、知识产权

54.12%

2

王婷

220.00

货币

20.71%

3

沈亚平

150.00

货币

14.12%

62.50

货币

5.88%

王碧怡

55.00

货币

5.17%

合计

1,062.50

是否风格（北京）科技有
4
限公司
5

100%

（三）主营业务
铸鼎工大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设立
以来一直致力于高硅铝合金及梯度高硅铝合金等新一代电子封装新材料及产品
的开发和产业化、规模化推广工作。
铸鼎工大的研发团队由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专家和博士组成，其领军人
物邢大伟先生为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工学博士，美国田纳西大学及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作高级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涉及“高硅铝合金电子封装材料”、“铜基合金
电触头材料”、“磁性微米线制备技术与应用基础”、“铁磁性微丝吸波及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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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屏蔽效能”、“块体非晶合金成分设计与应用”等新材料领域。邢大伟先生曾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磁畴分析的磁性微丝 GMI 效应的优化与
耦合机制研究）、归国人员科技创新专项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市科技局攻关项
目（大功率器件电子封装材料低成本制造技术）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参与过国家
相关“863”计划、总装预研基金等项目研究工作，曾荣获教育部科学技术奖自然
科学类二等奖 1 项、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1 项等奖项。
高硅铝合金及梯度高硅铝合金材料，因具有可调节的热膨胀系数，以及相较
碳化硅铝等难加工封装新材料更易于加工，高导热，焊接及电镀性能好等优异的
综合性能，是铝合金、可伐合金、钨铜、钼铜等第一、第二代电子封装材料的升
级换代产品，在先进雷达、大功率半导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卫星通讯、激光
等军事和民用领域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高硅铝合金材料因硅含量很高（一般超
过 50%），其制备和加工的难度很大，需要特殊的工艺和技术。梯度高硅铝合金
材料是硅含量呈现梯度变化，材料性能可梯度调节变化的一类先进的梯度功能材
料，也是当前最先进的电子封装材料之一，其制备的关键是要解决不同硅含量梯
度组成部分之间的界面结合强度、应力匹配性、致密性、疲劳性能等难题，制备
和生产难度更大。
铸鼎工大经过多年的开发和技术迭代，成功攻克了高硅铝合金及梯度高硅铝
合金材料制备工艺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难点，目前已经能够稳定、批量生产高硅铝
合金及梯度高硅铝合金等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及封装管壳类产品，并获得了中电科
集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科院所属电子所等下游客户的认可和产
品采购，产品进入批量供货阶段。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经审计）
单位：元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0,229,593.32

17,615,253.65

负债总额

26,305,419.83

13,813,839.73

3,840,779.24

4,531,613.20

0

0

应收款项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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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924,173.49
2020 年 1 月-11 月

3,801,413.92
2019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8,408,803.50

8,104,711.14

营业利润

78,933.53

882,136.50

122,759.57

882,256.50

-5,701,226.64

-2,630,399.74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铸鼎工大应收交易对手方邢大伟 169.66 万元，结算期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 。除此以外，铸鼎工大与其他交易对手方不存在经营性及非
经营性往来情况，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也不存在以经营性
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五）铸鼎工大的审计结果
公司聘请了长春现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铸鼎工大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根据长春现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哈
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长现代会审字[2021]第 009 号），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铸鼎工大资产总额为 3,022.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30.54
万元，净资产为 392.42 万元。
（六）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定价方式：协商确定
定价依据：根据长春现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哈尔滨铸鼎工大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长现代会审字[2021]第 009 号），以及结合原股
东出具的业绩承诺，综合协商确定的价格。根据《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之利润补
偿协议》，铸鼎工大 2021 会计年度、2022 会计年度、2023 会计年度分别对应的
实际净利润数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不低于 2,300 万元、3,000 万元、4,000
万元；且根据《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的约定，除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
以外，其他股权转让款分别在 2021、2022、2023 年业绩承诺实现后支付。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充分考虑了标的公司的技术壁垒、发
展前景、行业属性、业绩承诺等因素，估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况。
（七）铸鼎工大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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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条款。铸鼎工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以下四方统称为“乙方”）
乙方（一）：邢大伟
乙方（二）：王婷
乙方（三）：沈亚平
乙方（四）：王碧怡
丙方（目标公司）：哈尔滨铸鼎工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目标公司及标的资产
1、目标公司为一家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2.5 万元，实收资本为
人民币 8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合金材料及其制品加工，有色金属合金
零件，粉末冶金材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加工；特种铸造设备设计、制造、技术
服务。
2、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94.12%股权，其中乙方（一）持有目标公司 54.12%
的股权、乙方（二）持有目标公司 20.71%的股权、乙方（三）持有目标公司 14.12%
的股权、乙方（四）持有目标公司 5.17%的股权。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及交易价格
1、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丙方 100%股权的投前估值为 17,000 万元。
2、各方一致同意：（1）甲方向丙方增资 1,000 万元，其中 62.5 万元计入丙
方注册资本，937.5 万元计入丙方资本公积；（2）甲方以 6,200 万元的老股转让
款购买乙方合计持有的丙方注册资本为 387.5 万元（对应丙方的 36.47%股权该股
比为增资前口径）。
前述交易完成后，丙方注册资本增加至 1,125 万元，其中甲方持有丙方的股
权比例为 40%（对应的注册资本为 450 万元）。
（三）付款时间安排
经各方协商一致，付款时间安排如下：
1、增资款 1,000 万元： 第一笔增资款 500 万元，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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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丙方支付；第二笔增资款 500 万元，甲方不晚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向丙方支付。
2、第一笔老股转让款：在甲方董事会决议公告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四）支付合计老股转让款 1,000 万元其中向乙
方（一）支付 630.06 万元、向乙方（二）支付 309.68 万元、向乙方（四）支付
60.26 万元；支付该笔老股转让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一）向丙方补缴其
未实缴的注册资本 200 万元，丙方应配合乙方（一）、乙方（二）、乙方（四）
将合计持有目标公司的 387.5 万元注册资本其中乙方（一）转让注册资本 244.15
万元、乙方（二）转让注册资本 120 万元、乙方（四）转让注册资本 23.35 万元
相对应的股权过户给甲方，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第二笔老股转让款：在审计机构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对铸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后，且证明铸鼎公司完成了该年度业
绩承诺的前提下，甲方则不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向乙方合计支付老股转让款
2,000 万元其中向乙方（一）支付 1,260.13 万元、向乙方（二）支付 619.35 万元、
向乙方（四）支付 120.52 万元。
4、第三笔老股转让款：在审计机构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对铸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后，且证明铸鼎公司完成了该年度业
绩承诺的前提下，甲方则不晚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向乙方合计支付老股转让款
1,600 万元其中向乙方（一）支付 1,008.1 万元、向乙方（二）支付 495.48 万元、
向乙方（四）支付 96.42 万元。
5、第四笔老股转让款：在审计机构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对铸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后，且证明铸鼎公司完成了该年度业
绩承诺的前提下，甲方则不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向乙方合计支付老股转让款
1,600 万元其中向乙方（一）支付 1,008.1 万元、向乙方（二）支付 495.48 万元、
向乙方（四）支付 96.42 万元。
上述 3-5 中，各年度审计报告应尽早于次年 4 月 30 日前出具，若由于特殊
因素的影响，实际出具时间晚于次年 4 月 30 日，则甲方于审计报告出具并证明
铸鼎公司完成各年度业绩承诺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老股转让款的支付。关于业绩
承诺、调整估值等事宜，按照甲方与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三）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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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的《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之利润补偿协议》执行。
乙方（四）将不参与甲方与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三）的各年度
业绩对赌，不影响对其支付第二笔、第三笔及第四笔老股转让款。若发生有关利
润补偿义务，由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三）按照《股权收购与增资协
议之利润补偿协议》承担。
（四）关于付款
甲方支付增资款合计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老股转让款合计 6,200
万元（大写：陆仟贰佰万元整）。第一笔至第四笔的老股转让款中，乙方（一）
对应的款项用以偿还其个人债务不超过 600 万元、补缴其未实缴的 200 万元注册
资本及缴纳税费后，乙方（一）承诺将剩余款项借予丙方用以补充流动资金、新
购置有关设备等企业日常经营使用，借款利率参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丙方销售收入优先偿还。其中，乙方（一）应在甲方支
付第一笔老股转让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丙方补缴其未实缴的注册资本 200
万元。
（五）工商变更登记有关事宜
1、甲方向丙方支付第一笔增资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至工商
管理部门完成增资 1,000 万元的工商变更事宜。
2、甲方向丙方增资 1,000 万元后，丙方增加注册资本 62.5 万元，其余计入
资本公积 937.5 万元。届时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5.56%的股权[62.5/（1062.5+62.5）
=5.56%]。
3、甲方向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四）支付第一笔部分老股转让
款 1,000 万元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四）将合计
持有目标公司的 387.5 万元注册资本（其中乙方（一）转让注册资本 244.15 万
元、乙方（二）转让注册资本 120 万元、乙方（四）转让注册资本 23.35 万元）
相对应的股权过户给甲方，且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同时乙方（一）
完成补缴 200 万元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4、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老股转让款 1,000 万元后，加上甲方的增资部分，
甲方持有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450 万元（股权比例 40%）。
5、上述 1-4 条款，以及丙方董事会成员变更的相关事宜，需在工商管理部
门同步进行，乙方和丙方应配合甲方完成上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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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续合作和治理机制
1、为完善丙方治理体系，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支付第一笔增资款前，甲方
委派代表担任丙方财务负责人，按程序聘任；丙方及子公司的印章、网银密码器
及相关证照交由甲方主导管理，乙方（一）同时参与并配合甲方履行管理职责，
按内部管理流程参与审批会签等具体管理事项，甲方和乙方（一）将另行协商制
定用章管理制度。
2、甲方支付第一笔增资款后 5 日内，丙方 3 名董事成员中，甲方委派 2 名，
乙方委派 1 名，甲乙双方在股东会上投票同意、完成聘任程序；目标公司后续管
理中甲方委派人员需占董事会多数席位。董事长由甲方委派，乙方（一）任副董
事长，总经理由乙方（一）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乙方（一）担任，并办理工
商备案登记。目标公司可根据需要聘任副总经理若干，财务负责人需由甲方委派
人员担任，人员聘用需执行公司聘任程序。
3、自第一笔增资款支付完成后的 5 年内，在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乙方（一）承诺任职期限为 8 年，在任职期限内及离职后 2 年内，不能从事与丙
方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业务，如有违反，乙方（一）因此所得收益均应全部支付
给甲方。如丙方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管理层离职或参与同业竞
争造成丙方经济损失的，各方应共同对违反同业竞争协议人追究法律赔偿责任。
丙方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管理层的范围指定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电话

邢大伟

2301031968XXXXXXXX

哈尔滨市南岗区

1380460XXXX

张春伟

2307091987XXXXXXXX

哈尔滨市道里区

1504506XXXX

朱欣林

2301071963XXXXXXXX

哈尔滨市南岗区

1331367XXXX

高洁

2301061988XXXXXXXX

哈尔滨市香坊区

1868682XXXX

赵永红

2302241982XXXXXXXX

哈尔滨道里区

1380457XXXX

李梦秋

2308221990XXXXXXXX

哈尔滨南岗区

1383619XXXX

4、业绩承诺期内，丙方每年产生的可分配利润的现金分红比例原则上不低
于 40%，具体每年的分红比例由丙方届时股东友好协商且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
按工商登记所载股东持股比例（注：仅认缴出资而没有实缴出资的股权不参与分
红）分配股利。
5、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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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出售其所持有的丙方股权，并且不得将该等股权用于质押或设置其他形式的
第三方权益。
6、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一）将不低于丙方 22%的投票表决权委托给甲方
行使，甲方和乙方（一）将另行协商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7、本协议签署后 5 日内，或不迟于甲方支付第一笔增资款项前，丙方召开
股东会将本协议的有关内容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审议通过新的《公司章程》或章
程修正案。
（七）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铸鼎公司本次交易之前不进行利润分配。
2、铸鼎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及交易过渡期间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
后的铸鼎公司全体股东共享。
（八）过渡期间损益的处理
1、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以审计基准日至甲方持有丙方 40%股权的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前（即过渡期）所产生收益由丙方全部股东共同享有，过渡期产生亏
损由乙方就亏损部分给予甲方补偿。
2、拟购买资产在过渡期间亏损，乙方应按照其各自在本交易前持有铸鼎公
司的股权比例连带承担过渡期间亏损补偿义务。乙方应在过渡期结束后 10 个工
作日内，将亏损金额（若有）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偿。
（九）债权债务处置及员工安置
1、本协议购买的标的资产为铸鼎公司 40%股权，目标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
身份不会因股权转让发生变化，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原由目标公司享有和承担
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由目标公司享有和承担。
2、本协议购买的标的资产为铸鼎公司 40%股权，原则上不涉及与拟购买资
产有关的员工安置事宜，目标公司将继续履行其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目标公
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继续存续，其原有人员与目标公司的劳动、社保关系仍保
持不变，并继续有效。
（十）或有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乙方以连带
责任方式共同向发生该等情形的目标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全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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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者代其缴纳应缴纳的罚金、承担的赔偿责任等，避免给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造成任何损失：
1、因本协议签署日前目标公司及下属公司的经营行为、非经营行为导致目
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国土、规
划、质量监督、住房管理、劳动及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等主管机关、主管部门
处以罚款、滞纳金、停业等处罚，或被要求补缴相应款项的；
2、就目标公司及下属公司在本协议签署日之前已产生的尚未了结的诉讼、
仲裁或侵权之债等，在本协议签署日后致使目标公司及下属公司承受任何负债、
负担、损失的；
3、丙方存在未向甲方披露的本协议签署日前的或有事项，导致目标公司及
下属公司受到财产损失或需承担债务的；
4、乙方和丙方承诺向甲方提供的有关铸鼎公司的文件、会计账目、投资、
营业及资产负债情况等报表和资料，均是准确的、真实的、完整的，无任何重大
遗漏或隐瞒；铸鼎公司不存在欠税、不存在行政处罚和罚款，不存在员工安置问
题，不存在任何法院、仲裁部门尚未了结的诉讼和仲裁执行案件，不存在任何潜
在的法律诉讼、仲裁和其他纠纷。
5、其他任何发生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事由，导致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承担
债务或者其他损失的。
（十一）业绩承诺
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三）承诺，铸鼎公司 2021 会计年度、2022
会计年度、2023 会计年度分别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不低于预测净利润数额（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即分别不低于 2,300 万元、3,000 万元、4,000 万元。业绩
承诺未实现及补偿事宜，甲方和乙方（一）、乙方（二）及乙方（三）另行签署
《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之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具体约定。
五、《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之利润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包含如下各方：
乙方（一）：邢大伟
乙方（二）：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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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三）：沈亚平
（一） 承诺净利润
1、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诺期为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乙方承诺标的公
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否则乙方应按照本协
议约定对甲方予以补偿。
2、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作价系由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价值，铸鼎公
司投前的估值为 17,000 万元。
3、乙方承诺铸鼎公司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各年度的净利润数分别不
低于 2,300 万元、3,000 万元及 4,000 万元。
（二）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1、盈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甲方聘请的负责标的公司年度审计
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根
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2、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
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调整公司账务处理、财务报表及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等财务相关资料，并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核认可的净利润数
作为标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由盈利补偿主体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补偿责
任。
（三）业绩补偿
1、盈利承诺期内，若考核年度实际净利润数额完成情况不低于当年承诺净
利润数额 75%时，则不启动估值调整事宜；如目标公司铸鼎公司当年实际净利润
数额完成情况低于承诺净利润数额 75%时，则需要启动估值调整。调整后的估值，
乙方应连带以现金补偿（包括折抵老股转让款、以分红支付），现金补偿不足时，
经甲方书面同意后,盈利补偿主体中的乙方（一）至乙方（三）应以其所持股权
比例进行补偿，如触发乙方股权补偿，补偿的股权按照本款 5 项下（公式 2）计
算。
2、盈利承诺期内，若考核年度实际净利润数额完成情况低于当年承诺净利
润数额的 75%，但截至当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不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额 75%
时，则不启动估值调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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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盈利承诺期期末，乙方承诺的所有补偿年度合计扣非实际净利润数额完
成率不能低于 80%，如低于 80%，则按本款 4 项下盈利补偿主体当年合计应补偿
金额执行补偿。
4、盈利补偿主体当年合计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盈利承诺期内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 × 甲方在本次交易中合计支付的交易对价（即 7,200 万元）-已补偿
金额（如有）（公式 1）
甲方增资金额和收购老股金额均计入盈利主体当年合计应补偿金额。如乙方
触发业绩补偿义务，按照 4 项下（公式 1）计算。
5、发生补偿义务时，盈利补偿主体当期应当补偿的金额，首先抵扣甲方当
期应支付的老股转让款，当期应付老股转让款不足抵扣时，则抵扣次年的老股转
让款，以此类推。若全部年度未支付的老股转让款仍不足以抵扣，再以乙方应享
有的分红款抵扣，分红款抵扣后仍有不足部分，经甲方书面同意由乙方以所持标
的公司股权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权数量=需补偿金额÷目标公司每 1 元注册资本的交易价格（即 16
元/股）。（公式 2）
6、盈利补偿主体在盈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甲方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
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在补偿期限届满前，按 0 计算；在补偿期限届满时，若
计算的应补偿金额仍小于 0（即乙方前期多支付了补偿），则甲方将小于等于 0
之间的部分退还给乙方，优先退还乙方补偿的股权（按补偿时的价值）；股权退
还后仍不足时，退还现金。对于乙方超额实现的业绩，按本款 8 条规定执行。
7、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乙方应补偿的股权在补偿实
施前各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由甲方享有。
8、盈利预测补偿期届满时，实现已累积净利润数达到承诺净利润累积数的
120%时，对乙方及其团队核心人员进行奖励，奖励比例为超额实现净利润部分
的 20%。具体奖励内部分配比例，由乙方（一）拟定，报董事会备案后执行，因
奖励涉及的税费由乙方及其团队核心人员自理。
9、目标公司应在每个业绩补偿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由甲方确认并通知乙方当年是否需进行盈利补偿以及需要补偿的金额，乙方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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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甲方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四）减值补偿
1、盈利补偿期限届满前，若目标公司有明显减值迹象时，或标的公司年度
审计机构认为有必要进行减值测试时，应进行减值测试。
2、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甲方聘请的负责标的公司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
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盈利补偿主体应另行对甲方
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 = 当期期末减值额 — 截至当期末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
利润数累计已支付的补偿额（公式 3）
3、盈利补偿主体因减值测试所产生的补偿，首先抵扣甲方当期应支付的老
股转让款，当期应付老股转让款不足抵扣时，则抵扣次年的老股转让款，以此类
推；若全部年度未支付的老股转让款仍不足以抵扣，则乙方应以分红款（若有）
及现金进行补偿；仍补偿不足的，经甲方书面同意不足部分由乙方以所持标的公
司股权进行补偿，需补偿股权数量的计算公式，同（公式 2）。
4、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乙方应补偿的股权在补偿实
施前各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由甲方享有。
5、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股权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股权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
期限内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五）补偿限额及内部责任分担
1、在任何情况下，各盈利补偿主体的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包括现金补偿
和股权补偿）合计不超过甲方在本次交易中支付的交易对价金额。
2、乙方内部各方对于补偿承担连带责任；乙方内部各方首先按持股比例承
担补偿责任，某一方不能履行补偿责任的，其他方代其履行补偿责任后再向其进
行追偿。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形。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同业竞争情形。如果产
生新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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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审批及公告程序，积极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交易公允。
七、本次股权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股权投资的目的
高硅铝合金及梯度高硅铝合金材料是第一、第二代电子封装材料的升级换代
产品，在先进雷达、大功率半导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卫星通讯、激光等军事
和民用领域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铸鼎工大已经攻克了高硅铝合金及梯度高硅铝
合金材料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技术难点，相关产品已经开始批量应用于航空航天、
通讯及军事装备制造等领域。公司本次投资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帮助铸鼎工大加
快高硅铝合金及梯度高硅铝合金等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产业化进程，巩固现有技
术优势，抢抓电子封装产品升级换代的市场机遇，另一方面是为了培育公司新的
业务发展方向，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并购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取得铸鼎工大的控制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有助于增强公
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3、存在的风险
本次收购对公司来说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业务领域，因此存在着管理风险和团
队融合风险。此外，铸鼎工大的高硅铝合金及梯度高硅铝合金新材料属于新一代
电子封装材料，而且正处于快速推广应用阶段，对其产能的提升、人员的储备和
规范管理、质量的管控、市场的开拓都面临一定的考验，因此存在着一定的综合
管理能力的成长与业务快速扩张匹配不上的风险。公司将加大对铸鼎工大的管理
输出和业务支持力度，派出必要的人员完善其财务核算能力，提升其规范治理水
平，对技术研发持续投入，并帮助其扩大市场和业务范围。随着应用市场的扩大
和技术壁垒的逐步减弱，铸鼎工大的产品市场竞争可能加剧，因此要加大研发投
入，始终占领前沿位置。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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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之利润补偿协议》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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