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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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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兴装备”）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唯一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一网络”）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相关

协议的约定，对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成员进行业绩奖励，奖励金额为 1,811.68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超额业绩奖励”或“本次关联交易”）。本次超额业绩奖

励人员包括公司副董事长、唯一网络董事长王宇杰先生，公司副总经理黄小华先

生和郑可君先生，以及王宇杰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陈薪薪女士、陈亮亮先生

和殷燕玲女士等其他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成员，本次超额业绩奖励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担任公司董事的王宇杰先生为本次交易关联方，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背景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屏南

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8]471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交易对方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原名称为“屏南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屏



南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唯联”）、东莞市宏

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为“东莞市宏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

俊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鸣、东莞市东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众汇精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汇精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唯

一网络 100%股权。唯一网络 100%股权已登记过户至公司名下，自 2018 年 4 月

起唯一网络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依据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标的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宇杰共同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业绩承诺方厦门星思惠、厦门唯

联、众汇精诚承诺唯一网络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以

下简称“承诺期”）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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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净利润指的是业绩承

诺方承诺的唯一网络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公司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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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超额业绩奖励的约定，在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唯一网络 2020 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且补偿义务人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众汇精诚、王宇

杰按约定履行了补偿义务后（如需）30 个工作日内，若唯一网络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四年实际净利润（指唯一网络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金额超过 30,550 万元，

则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四年累计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累计净利润超出 30,550 万元部分的 60%（即：奖励金额=（承诺期内不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累计金额－30,550 万元）×60%）作为超额业绩奖励向当时

仍在唯一网络任职的核心管理团队支付，获得超额奖励的对象及超额奖励的具体

分配办法由王宇杰提出，并经过公司同意。获得超额奖励的对象收取相关奖励的

纳税义务由其自行承担，且唯一网络有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如按照上述约定计算的超额业绩奖励超过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的 20%的，则

超出部分不再进行奖励。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股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历年审计报告及

历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业绩补偿义务的约定，本次交易不存在业绩补偿的情形。   

3、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超额业绩奖励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王宇杰先生、黄小

华先生、郑可君先生、陈薪薪女士、陈亮亮先生、殷燕玲女士。 

（1）王宇杰先生基本信息如下： 

王宇杰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5052519850728****，现任公司副董

事长、唯一网络董事长，其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合计持有公司

7.24%股份，并通过东莞市宏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唯一互联网信息安全

产业发展基金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二）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自然人。经查询，

王宇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黄小华先生基本信息如下： 

黄小华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5010319790127****，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唯一网络董事、总裁，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5（二）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自然人。经查询，黄小华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3）郑可君先生基本信息如下： 

郑可君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5020419801116****，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唯一网络副总裁，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5（二）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自然人。经查询，郑可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4）陈薪薪女士基本信息如下： 

陈薪薪女士，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6042419850102****，为关联人王宇

杰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现任唯一网络副总裁，其持有厦门星思惠 1%股份，

厦门星思惠持有公司 4.27%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

（四）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自然人。经查询，陈薪薪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陈亮亮先生基本信息如下： 



陈亮亮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6042419861121****，为关联人王宇

杰先生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成员，未持有公司股份。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四）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自然人。

经查询，陈亮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殷燕玲女士基本信息如下： 

殷燕玲女士，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42120219871127****，为关联人王宇

杰先生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成员，未持有公司股份。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四）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自然人。

经查询，殷燕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唯一网络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及本次超额业绩奖励金额 

1、唯一网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唯一网络 2017、2018、2019

及 2020 年度《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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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网络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万元） 

2019 年度 

（万元） 

2018 年度 

（万元） 

2017 年度 

（万元） 

1、业绩承诺金额 9,700.00 8,500.00 6,850.00 5,500.00 

2、实现净利润金额 11,187.67 10,529.09 7,185.61 5,891.56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747.17 1,488.78 260.37 113.29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金额 
10,440.50 9,040.31 6,925.24 5,778.27 

4、业绩实际完成率（%） 107.63 106.36 101.10 105.06 

唯一网络 2017-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778.27 万元、6,925.24 万元、9,040.31 万元、10,440.50

万元，合计 32,184.32 万元，超出承诺数的金额为 1,634.32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

率为 105.35%。唯一网络的业绩承诺超额完成。 

2、减值测试结论 

根据公司聘请的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林评字【2021】129 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拟确定收购标的股份减值补偿涉及的广东唯一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21]005624 号《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唯一网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减值。 

3、超额业绩奖励的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唯一网络 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四年实际净利润（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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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金额超过 30,550 万元，则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四年累计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累计净利润（不含

包取得志享控制权时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超出 30,550 万元的

3,019.46万元的 60%作为超额业绩奖励向届时仍在唯一网络任职的核心管理团队

支付。因此，公司拟对唯一网络管理层进行业绩奖励，奖励金额为 1,811.68 万元，

奖励人员范围为唯一网络仍在职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由唯一网络代扣个人所得

税后具体发放。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无其他安排。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超额业绩奖励系公司为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而实

施，具有激励示范作用，奖励金额为公司根据唯一网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第三

方审计机构审计、审核结果，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计

算得出，是必要的，是合理可行的，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以及损害公司及股

东权利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根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

的规定，相关费用已经在承诺期进行相应计提及列支，不会对报告期及未来经营

业绩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支付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是根据《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实施的，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为依据，具备必

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

意将《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向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支付超额业绩奖励是依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实施的，且以第三方审计报告数据

为依据，是必要的，是合理可行的，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以及损害公司及股

东权利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

决，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向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支付超额业绩

奖励暨关联交易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实施超额业绩奖励的事项，符合

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有利于激励

公司 IDC 及云计算业务核心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创造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以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同意向唯一网络核心管理团队实施超额业绩奖励。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林评字【2021】129 号《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拟确定收购标的股份

减值补偿涉及的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6、大华核字[2021]005624 号《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

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