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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20 年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的说明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睿科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 号）文件的批复，于 2020

年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方案如下： 

1、本次重组方案简要介绍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股权情况 

国睿科技向十四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南京国睿防务系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睿防务”） 100%股权，向中电国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睿集团”）、

上海巽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巽潜投资”）、北京华夏智

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睿信维”）95%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出具的并经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国睿防务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630,860.95 万元；国睿信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

果为 57,024.46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国睿防务收到实缴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国睿防务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631,860.95 万元；国

睿信维 95%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54,173.24 万元。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采用询价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截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止，国睿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387,715 股，实际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999,985.45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

民币 39,682,446.8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0,317,538.64 元，其中计入“股

本”人民币 38,387,715.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21,929,823.64 元。 

2、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2018 年 11 月 3 日，本次交易方案经十四所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018 年 11 月 3 日，其他企业交易对方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内部

决策机构审议批准其参与本次交易； 

2018 年 11 月 4 日，本次交易预案经国睿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2019 年 4 月 15 日，本次交易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2019 年 4 月 18 日，国睿防务的资产划转事项取得财政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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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9 日、2019 年 9 月 16 日，本次交易方案经国睿科技第八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 年 8 月 19 日，本次交易方案通过国防科工局的军工事项审查； 

2019 年 9 月 26 日，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结果完成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2020 年 1 月 16 日，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批准； 

2020 年 5 月 13 日，国睿防务股权过户至国睿科技名下，2021 年 5 月 21 日，

国睿信维股权过户至国睿科技名下。 

一、 承诺净利润情况 

1、承诺净利润目标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

胡华波向国睿科技承诺进行利润补偿的期间为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业绩补偿

的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

即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 

根据中企华对国睿防务股东权益价值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睿防务整体采

用收益法评估，整体价值分为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三部分。中

企华对经营性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预测净利润不包含溢余资产中投资性房地产

产生的净利润，十四所对除溢余资产中的投资性房地产之外的其他资产（简称“业

绩承诺资产”）作出业绩承诺；对溢余资产中主要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投资性房地

产（简称“溢余投资性房地产”）做出减值测试补偿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范围 主要评估方法 
评估价值及对应

交易作价 
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资产 收益法 453,824.41 业绩承诺 

溢余投资性房地产 市场法 177,036.54 减值测试补偿 

合  计  630,860.95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国睿防务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业绩承

诺资产实现净利润（净利润特指业绩承诺资产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为 34,359.91 万元、38,236.09 万元、44,429.60 万元。 

根据中企华对国睿信维股东权益价值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睿信维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净利润（净利润特指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为 5,200.41 万元、6,333.53 万元、6,916.96 万元。 

2、实现净利润的确定 

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国睿科技应在业绩补偿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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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格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的

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依据专项审核意见确定实现的净利润。 

国睿防务实现净利润为业绩承诺资产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不包括溢余投资性房地产产生的净利润。国睿信维实现净利润为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业绩补偿期间涉及会计政策变更的，因会计政策变更对实现净利润数的影响

应予以剔除。 

3、业绩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1）在业绩补偿期间，若业绩承诺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

于截至当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应以通过木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向上市公司逐年补偿。 

（2）业绩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x 业绩承诺资产本次交易作价-累

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3）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按 0 取

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

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 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4）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当期应补偿现金=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 x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

行价格。 

4、期末减值测试补偿 

（1）在业绩补偿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上市公司应当对溢余投资性房

地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若期末

发生减值，则交易对方承诺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的股份数量=溢余投资性

房地产当期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溢余投资性房地产当期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中溢余投资性房地产的交易作

价－期末减值测试时溢余投资性房地产当期期末评估价值。其中，本次交易中溢

余投资性房地产的交易作价为：国睿大厦总面积扣除国睿防务计划自用的 3,000

平方米后的面积对应的交易作价 177,036.54 万元； 

期末减值测试时溢余投资性房地产当期期末评估价值为：期末减值测试时，

国睿大厦总面积扣除国睿防务实际自用面积与 3,000 平方米的孰高值后的面积对

应的评估价值。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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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业绩补偿期届满时，国睿科技应当对国睿信维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股份总数，则

交易对方承诺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本次交易作价减

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

分配的影响。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

补偿股份总数。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5、补偿措施的实施 

若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须向国睿科技

进行股份补偿的，国睿科技应依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确定当年十

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

于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2 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十四所、国睿集团、

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议案。 

若国睿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甲方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国睿科技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十

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十四所、国睿集团、

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应在收到国睿科技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

份过户至国睿科技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之后,国睿科技将尽快办理该等

股份的注销事宜。 

若国睿科技股东大会未通过股份回购注销，则国睿科技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

胡华波，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在接到通知

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应补偿股份无偿赠送给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

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之外的其他股东。为避免歧义，双方同意，十四所、

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在本次交易前己经持有的国睿

科技股份及其股票孳息（如有〉可获赠该等补偿股份。 

如发生本协议约定的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

华波需要进行现金补偿情形的，国睿科技应当在该等情形发生后的 20 个工作日

内通知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其应补偿的现

金，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在收到甲方通知

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将补偿金额一次性汇入国睿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 

6、补偿数额的上限及调整 

十四所就国睿防务业绩承诺资产、溢余投资性房地产分别所需补偿的股份数

不超过各部分资产对应的交易作价除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十四所就业绩承诺资产、溢余投资性房地产分别对国睿科技的股份补偿金额与现

金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十四所通过本次交易获得各部分资产对应的交易作价。 

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因本次交易需对国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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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股份数量上限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数量，国睿集团、巽潜投资、

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就国睿信维对国睿科技的股份补偿金额与现金补偿金

额合计不超过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通过本次交易获

得的交易作价。 

如因国睿科技自股份登记之后实施股票股利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事项导致十四所、国睿集团、巽潜投资、华夏智讯、张少华、胡华波持有

的国睿科技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补偿股份数量应作相应调整。 

二、 公司或相关资产 2020 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1）国睿防务 2020 年度业绩承诺资产损益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

为致同审字（2021）第 110A013185 号。经审计的国睿防务 2020 年度采用收益法

评估的业绩承诺资产实现净利润为 40,397.04 万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40,388.24 万元，2020 年度超额完成承诺净利润，超出金额为 6,028.33 万元。同

时，溢余投资性房地产经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6137 号评估报告确认，期末评估

价值为 177,188.14 万元，超出重组时的评估值 151.60 万元。 

（2）国睿信维 2020 年度利润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

（2021）第 110A012877 号。经审计的国睿信维 2020 年度净利润为 5,833.12 万元，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524.99 万元，国睿信维 2020 年度超额完成承诺净

利润，超出金额 324.58 万元。 

鉴于 2020 年度涉及新收入准则的变更，根据业绩对赌承诺约定，应剔除因

会计政策变更对实现净利润数的影响，本说明对于收入仍采用原收入准则为依据

进行确认。 

国睿防务雷达产品销售适用建造合同准则核算，于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

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费用。如果建造合

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则区别情况处理：如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则合同收

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加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作为费用；

如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则在发生时作为费用，不确认收入。 

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将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 

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A、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地计

量；B、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C、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

清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D、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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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睿信维自主软件业务收入确认和计量方法为对于仅销售已有自主软件产

品的，按照合同约定以产品交付购货方、安装调试结束并经对方验收合格后确认

收入；对于提供综合性集成服务业务，其中包含已有自主软件产品，或需要本次

投入研发的自主软件产品的，按照合同约定的里程碑节点完成相应工作交付成

果，并经对方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 

代理类软件产品收入确认和计量方法：对于仅销售代理类软件产品的，按照

合同约定以产品交付购货方、安装调试结束并经对方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对于

提供综合性集成服务业务，其中包含代理类软件产品的，按照合同约定的里程碑

节点完成相应工作并交付成果，经对方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 

咨询服务收入确认和计量方法：咨询服务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里程碑节点，

完成相应工作并交付成果后，经对方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 

三、 本公司已采取如下措施，督促公司相关股东履行承诺。 

国睿防务、国睿信维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将继续加强同客户的合作关系，积

极关注国际贸易形势，拓展合作渠道，加强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研究，收集整理国

内外重大事件相关信息政策和宏观经济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公司的市场竞争策

略。 

四、 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批准。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