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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9          股票简称：天泽信息        公告编号：2021-116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仅涉及肖四清先生 1 名股东，回购注销

的股份数量为 1,624,694 股（为首发后限售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423,732,024 股）的 0.38%。 

2、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1,624,694 股由公司以 1 元的总价进行回购并予以

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已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423,732,024 股变更为 422,107,330 股。 

 

一、本次股份回购注销的基本情况 

经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65 号《关

于核准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肖四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核准，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信息”或“公司”）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向肖四清先生等 32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

的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棵树”）合计 99.9991%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并同时向不

超过 5 名（含 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0,000 万

元。2019 年 2 月 21 日，公司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工商登记手续；2019

年 6 月 12 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份登记完成并上市流通。 

（一）关于业绩承诺及相应补偿的主要约定 

根据 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甲方”）与肖四清先生（“乙方一”）、日

照小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等本次重组 14 位交易对方（以下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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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乙方”），和孙伯荣先生、陈进先生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及

相应补偿主要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 

（1）乙方承诺，经天泽信息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目标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6,000 万元、33,000 万元、41,000 万元。 

（2）实际净利润指经天泽信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若根据目标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按照

本协议第 4.1 条公式计算，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任一年度乙方

需对甲方进行补偿的，乙方应对甲方进行补偿。在利润承诺期间，任何在先年度

超出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实际净利润可以用于弥补以后任何年度的承诺净利润

数未能完成的部分。 

（4）本次交易方案在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若出现需要增加利润承诺期限

及相应金额的情形，双方应及时协商调整利润承诺事项。 

2、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异补偿方式 

（1）在目标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补偿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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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

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果任一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高于承诺净利润的，超出部分可计入下一年

度的利润用于下一年度的补偿计算，但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补偿义务人向甲方履行补偿义务时，乙方一应当以其在本次交易获得

的股份对价优先于其他补偿义务人向甲方承担补偿义务。 

（3）乙方一以其在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对价履行补偿义务后仍不足以支付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其他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对价按照以下承

担比例各自对剩余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承担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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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期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为非整数的，直接取整数部分，舍弃余数部

分。 

（5）承诺期内，甲方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的，则

乙方用于补偿的股份数相应调整。 

（6）对于补偿义务，乙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30）个工作

日内按照本协议第七条约定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7）承诺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补偿义务人不得以其持有的甲方股票

设定质押、担保等权利限制，但补偿义务人为目标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向银行申

请的短期借款而以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锁定股份依法进行质押除外。 

（8）如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安排有不

同意见的，各方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利润补偿安排

进行协商。 

（9）无论如何，补偿义务人在本协议项下累计支付的补偿金额不超过其在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 

（二）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苏亚金诚”）

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有

棵树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为 26,138.44 万元，有棵树已完成 2018 年度的业绩

承诺。 

2、根据苏亚金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2019 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有棵树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为 31,285.68 万元，有棵树未

完成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 

3、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审

计报告，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有棵树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

为 39,949.67 万元，有棵树未完成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 

4、有棵树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及实际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绩承诺期 
承诺净利润 实际净利润 

净利润未完成金额（超

额完成为负） 
完成率 

1 2 3=1-2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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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期 
承诺净利润 实际净利润 

净利润未完成金额（超

额完成为负） 
完成率 

1 2 3=1-2 4=2/1 

2018 年度 26,000.00   26,138.44 -138.44 100.53% 

2019 年度 33,000.00  31,285.68 1,714.32 94.81% 

2020 年度 41,000.00 39,949.67 1,050.33 97.44% 

累计 100,000.00 97,373.79 2,626.21 97.37% 

有棵树2018年度至2020年度（业绩承诺期）经审计后累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有棵树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为97,373.79万元，低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2,626.21万元，累计承诺利润完成率为97.37%。 

（三）业绩补偿安排情况 

1、业绩补偿股份计算情况 

（1）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

有棵树未完成 2020 年度的承诺业绩事项。同时，有棵树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

（业绩承诺期）经审计后累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有棵树母公司股

东的实际净利润为 97,373.79 万元，累计承诺利润完成率为 97.37%。2020 年度业

绩补偿股份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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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

金额=（100,000.00 万元－97,373.79 万元）÷100,000.00 万元×339,997.06 万元－

5,357.97 万元=3,571.08 万元；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3,571.08 万元÷21.98 元/股=1,624,694 股。 

（2）本次资产重组注入的标的资产没有发生减值，无需减值测试补偿。 

2、具体补偿方案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应由

补偿义务人肖四清先生以其在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对价优先于其他补偿义务人

承担补偿义务。 

具体补偿方案为：由肖四清先生优先赔偿股份，补偿股份数为1,624,694股，

其他补偿义务人无需补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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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份回购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原股东 2020 年

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三、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一）回购注销数量 

根据前述公式计算，补偿义务人肖四清先生 2020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公

司应回购的补偿股份数量为 1,624,694 股，具体如下： 

序号 
补偿义务人股东名

称 

补偿前持有

股份数量

（股） 

业绩补偿承

担比例 

补偿股份数

量（股） 

补偿后持有

股份数量

（股） 

1 肖四清 43,946,759 100.00% 1,624,694 42,322,065 

（二）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本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

议》，补偿股份为 1,624,694 股，应由公司以 1 元的总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三）回购注销股份公告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刊登《关

于回购注销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原股东 2020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对

应补偿股份的公告》（2021-076）。 

（四）回购注销股份情况 

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上述 1,624,694 股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四、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86,267,833 20.36  -1,624,694 84,643,139 20.05 

    高管锁定股 46,936,157 11.08   46,936,157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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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后限售股 39,331,676 9.28  -1,624,694 37,706,982 8.9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337,464,191 79.64   337,464,191 79.95 

三、总股本 423,732,024 100.00  -1,624,694 422,107,330 100.00 

五、本次股份回购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项目 股本总额（股） 2020 年度 

本次回购前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23,732,024 -2.0780 

本次回购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22,107,330 -2.0872 

特此公告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