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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166 号）的有关规定，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就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天津

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诚汽车”）。 

2、交易标的 

浩物机电和浩诚汽车持有的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

江鹏翔”）100%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3 出具的中广信评报

字【2018】第 151 号《评估报告》，经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186,139,900.00 元。 

    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191 号）核准，本公司向浩物机电和浩诚汽车

合计发行 153,545,617 股股份并支付现金 237,227,980 元购买浩物机电和浩



诚汽车持有的内江鹏翔 100%股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 237,227,980 元，

占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 20%；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948,911,920 元，合计发行

股份 153,545,617 股，占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 80%。 

5、重组方案实施情况 

2019 年 7 月，本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

内江鹏翔 100%股权。 

浩物股份已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本次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153,545,617 股，其中

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153,545,617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际发行股份 59,547,738 股，其中：向申万宏源产

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59,547,738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8

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236,999,997.24 元。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就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向中证登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

料，并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收到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 

二、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浩物机电、浩诚汽车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签署了《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并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1、业绩承诺情况 

上述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完

整会计年度。因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内实施完毕，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9 年

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交易对方承诺内江鹏翔 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7,288.15 万元、7,566.72 万元、7,786.49 万元（上述交易对方承诺的

关于标的资产在相关利润补偿期间内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2、业绩承诺补偿方案调整 

2020 年度，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内江鹏翔的经营遭受

到不可抗力的冲击，为促进本公司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维护全体股东

的利益，基于《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

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导意见，本公司经与交易对方浩物机电、

浩诚汽车协商并经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交易对

方对原重组业绩承诺进行部分调整并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调整方案主要如下： 

（1）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同意将利润补偿期间调整为 2019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其中，2019 年承诺业绩不变，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

2021 年度、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566.72 万元、7,786.49 万元。 

（2）由于利润补偿期间调整，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本公司股份

（以下简称“对价股份”）的锁定期亦需相应调整，具体而言，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3.4 条约定的锁定期届满且经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

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确

认标的资产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利润补偿

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承诺利润数之日，或，交易对方根据原交易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履行完毕

利润补偿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盈利预测补偿及期末减值补偿义务之日

（以孰晚为准），交易对方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对价股份，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亦不得以任何方



式对对价股份进行质押或在其上设置其他可能影响对价股份权利完整性的

任何其他权利负担，不得以任何方式逃废交易对方基于原交易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项下的补偿义务。 

（3）《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业绩补偿方式及计算

公式、整体减值测试补偿、利润补偿的实施等其他条款均不作调整。 

3、2019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的补偿义务 

如果内江鹏翔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本公司应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

核意见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交易对方浩

物机电及浩诚汽车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浩物机电及浩诚汽车。 

当期应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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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交易对方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如果交易对

方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不足以补偿，则其应进一步以现金进行补偿。 

上述补偿按年计算，截至任一承诺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截

至当年累积承诺的净利润数时均应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补偿。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

不冲回抵销。 

4、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本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经减值测试，交易对方需进行减值补偿的，应补偿的股份数依照下述



公式计算：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标的资产合计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

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每股发行价格。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本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依法予以注销。 

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及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

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数额之和不得超过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

的股份对价总额。 

三、 收购资产 2021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浩物机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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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02157 号），内江鹏翔 2021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数等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1、业绩承诺金额 7,566.72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26.49 

3、差异额 -2,940.23 

4、业绩实际完成率（%） 61.14 

内江鹏翔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4,626.49 万元，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为 7,566.72 万元，本年度业绩承

诺未达标。 

四、2021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内江鹏翔及其下属子公司（汽车 4S 店）属于汽车零售及维修服务行业，

主营乘用车经销及汽车后市场服务业务，主要从事整车销售、维修保养服

务、综合服务三大业务，形成辐射整个天津市的营销服务网络，主要经销

东风日产、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一汽马自达、斯

柯达等中端乘用车品牌。内江鹏翔拥有 16 家汽车 4S 店及 3 家综合服务公



司。 

1、2021 年国内疫情防控措施发挥显著效果，但天津地区出现疫情反

复，内江鹏翔经营业绩受到疫情影响。内江鹏翔业务涵盖汽车 4S 店的乘用

车销售、维修服务及综合服务三个服务端，其最大特征为产品、服务流动

以及用户流动。鉴于 2021 年疫情零星反复、疫情防控常态化及居民减少外

出且消费需求下降，致使买车、维修、保养等业务延迟，导致内江鹏翔收

入减少。 

2、受制于汽车行业芯片短缺，汽车 4S 店上游整车厂产量减少，新车

供应紧张，致使内江鹏翔 2021 年新车销量低于预期，新车销售收入也同步

低于预期。 

基于上述因素，内江鹏翔虽采取多种降本增效措施，但是 2021 年度收

入和毛利仍未达预期，未能完成 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五、业绩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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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发行价格。 

当期补偿金额=（72,881,500.00 元+75,667,200.00 元-73,372,067.85 元

-46,264,899.89 元）/（72,881,500.00 元+75,667,200.00 元+77,864,900.00 元）

*1,186,139,900.00 元-0=151,463,336.18 元。 

六、致歉声明 

鉴于标的资产内江鹏翔 2021 年未能实现业绩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董

事长陆才垠先生、总经理臧晶先生深表遗憾，在此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并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后续将积极督促浩物机电、浩诚汽车根据已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等约定及时履行补偿义务。同时，本公司将召开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相关方案。 

本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新一届董事会、

管理层将全力以赴，稳步提升本公司业绩，回馈全体股东，感谢广大投资

者长期以来对本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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