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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南兴
股份 

指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曾用证券简称“南兴装备”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 

指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 

标的公司、唯一网络 指 
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东莞市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本核查意见 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
见 

标的资产 指 唯一网络 100.00%股权 

交易对方 指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 

《专项审核意见》 指 
南兴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业
绩承诺期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所出具的专
项审核意见 

《减值测试报告》 指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南兴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
构或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所出具的专项报告 

业绩承诺期 指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 

承诺净利润 指 
业绩承诺方承诺的标的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南兴股份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
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实际净利润 指 
标的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际实现的
经南兴股份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
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厦门星思惠 指 

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贵州唯创众
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平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屏南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厦门唯联 指 

厦门唯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贵阳唯诚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靖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屏南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
市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众汇精诚 指 新余众汇精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业绩承诺方 指 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众汇精诚 

补偿义务人 指 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众汇精诚、王宇杰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南兴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唯一网络、
王宇杰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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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独立财务顾
问 

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核查意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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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接受南兴股份委托，担任南兴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对业绩

承诺方做出的关于唯一网络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

见如下： 

一、唯一网络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 

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

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500 万元、6,850 万元、8,500 万元、9,700 万元，四年累

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30,550 万元。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如 2020 年度业绩承诺

未能完成，补偿义务人仍应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履行相

应的业绩补偿义务。 

（二）业绩承诺补偿 

1、补偿责任 

（1）业绩补偿义务 

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各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截至各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补偿义务人无需补偿。 

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各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各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应对公司进行补偿，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

（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各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即 30,550 万元，下同）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即 73,740.00 万元，下同）－已补偿金额。 

上述业绩承诺补偿于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履行，根据《专项审核意见》结算累

计应补偿金额。 

（2）标的资产减值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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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绩承诺年度届满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或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度末进行减值测试，并在 2020 年度《专

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试报

告》，若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上市公司，

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 

（3）应收账款减值补偿 

标的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在 2021年 8月末应全部收回，

未收回部分应收账款余额应从 2020 年实现净利润中等额扣减，如因扣减应收账

款余额，导致 2020 年未完成承诺净利润的，补偿义务人将予以补偿，应收账款

减值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 2020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 2020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在 2021 年 8

月末未收回金额）÷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各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的交

易对价。 

2、补偿方式 

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确定应履行补偿义务时，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

作日内履行股份补偿义务。补偿义务人未按前述约定期限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或股

份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以股份进行补偿时，

按以下约定执行： 

（1）补偿义务人应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若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出现小数的情况，则按照舍去小数并增加 1 股的方

式确定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如果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至补偿义务人履行完约定的补偿义务前，上市公

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

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至补偿义务人履行完约定的补偿义务前，上市公

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补偿义务人所取得的与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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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分配应返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内，应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的现金股

利×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返还金额不作为已补偿金额，返还

期限为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2）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 10 个交易日内将应补偿的股

份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专门账户；如补偿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足或因被冻

结、被采取强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的，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

弥补不足部分，以完整履行约定的补偿义务。如补偿义务人未在前述期限内将应

补偿股份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专门账户的，则上市公司有权要求补偿义务人按照

应补偿股份的市值（按前述期限届满当日的收盘价计算）补偿给上市公司。 

（3）如确定补偿义务人应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上市公司应在确定补偿义

务人应补偿股份数并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两个月内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事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事宜后，将以

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如相关股份尚在锁定期的，上市

公司董事会应将相关股份划转至专门账户进行锁定，相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

配的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待锁定期满后一并注销。 

（4）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按 1.00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如前

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

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之日起 2 个月内将应补偿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指截止赠送股

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除补偿义务人以外的其他股份持有者），其

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后上市公司

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5）若补偿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时间晚于应补偿时间，补偿义务人

应当相应调减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或于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后 30 日内

完成补偿，或以其他合理的方式尽快完成补偿，且以各方届时协商和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认可的补偿操作方式为准。 

（6）补偿义务人应以连带责任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7）补偿义务人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总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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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合计 

1、业绩承诺金
额 

5,500.00 6,850.00 8,500.00 9,700.00 30,550.00 

2、实现净利润
金额 

5,891.56 7,185.61 10,529.09 11,187.67 34,793.93 

其中：非经常性
损益金额 

113.29 260.37 1,488.78 747.17 2,609.61 

3、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
润金额 

5,778.27 6,925.24 9,040.31 10,440.50 32,184.32 

4、业绩实际完
成率（%） 

105.06 101.10 106.36 107.63 105.35 

2020 年度唯一网络业绩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大华审字[2021]008062 号”审计报告。 

2019 年度唯一网络业绩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大华审字[2020]007312 号”审计报告。 

2018 年度唯一网络业绩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大华审字[2019]007635 号”审计报告。 

2017 年度唯一网络业绩数据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苏公 W[2018]E1316 号”审计报告。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东莞证券通过与唯一网络、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江苏公证天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7 年度《审计报告》（苏公

W[2018]E1316 号）和《关于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 W[2018]E1317 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007635 号）

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

华核字[2019]003881 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7312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0]004283 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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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审字[2021]008062 号）和《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1]005256 号），对唯一网络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涉及的唯一网络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实际净利润均

超过各期承诺净利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累计实现

实际净利润超过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

业绩承诺方对唯一网络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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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的

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朱则亮   章启龙  

      

 龚启明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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