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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矿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北矿科技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 

2022 年 4 月 19 日，基于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核查，本所律师出具了《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

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之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免于要约法律意见书》”）。2022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报告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

“《自查报告专项核查意见》”）。 

2022 年 6 月 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2022 年第 8 次会议审核，本次交易获得有条件审

核通过。现根据并购重组委的审核意见及相关要求，出具本《北京大成律师事务

所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之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

见》”）。 

除非本《专项核查意见》另有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使用的有关术语、

定义和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免于要约法律意见书》《自查报告专项核查意见》

中的术语、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或指向。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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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法律意见书》《自查报告专项核查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

设，同样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北矿科技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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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标的资产 2022年承诺业绩低于评估预测数的原因

及其合规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标的资产 2022 年承诺业绩低于评估预测数的原因 

（一）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情况 

根据公司与矿冶集团、谢安东、许志波、鲁志昂、夏俊辉、熊家政、张新根、

李勇、汪洋洋、刘成强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期间

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经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1,243.51 万元、1,429.01 万元和 1,548.41 万元。前述净利润数均

应当以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二）标的资产评估预测数情况 

根据中资评估出具的“中资评报字[2021]697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

司 2022 年至 2024 年预测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测 2023年预测 2024年预测 

一、营业收入 15,269.23 16,561.93 17,855.33 

减：营业成本 11,930.32 12,904.07 13,923.36 

营业税费 169.13 178.96 184.88 

营业费用 415.91 445.95 477.38 

管理费用 709.74 753.54 801.43 

研发费用 706.53 762.48 820.77 

财务费用 2.63 2.76 2.89 

信用减值损失 - - - 

资产减值损失 - - - 

加：其他收益 256.90 - - 

投资收益 -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汇兑收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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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预测 2023年预测 2024年预测 

资产处置收益 - - - 

二、营业利润 1,591.87 1,514.17 1,644.62 

加：营业外收支 - - - 

三、利润总额 1,591.87 1,514.17 1,644.62 

减：所得税费用 130.00 85.16 96.21 

四、净利润 1,461.87 1,429.01 1,548.41 

其中，2022 年预测其他收益为株洲火炬依据获批、公示文件预计取得的政府

补助，属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规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三）标的资产承诺业绩低于预测净利润的原因 

上市公司及业绩承诺义务人基于中资评估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对于 2022

年预测的政府补助均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同意业绩补偿义务人在确定 2022 年承

诺业绩时扣除了上述非经常性损益影响，2022 年承诺业绩不低于评估预测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相关承诺业绩指标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说明 2022年预测 2023年预测 2024年预测 

预测净利润 A 1,461.87 1,429.01 1,548.41 

非经常性损益 B 256.90 - - 

税后非经常性损益 C=B*(1-15%) 218.36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预测净利润 
D=A-C 1,243.51 1,429.01 1,548.41 

综上，2022 年承诺业绩低于预测净利润的原因，是因为承诺业绩指标按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进行确定。 

二、 标的资产 2022年承诺业绩低于评估预测数的合规性 

《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

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

据的，…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

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对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专项核查意见 

5 

绩补偿及奖励相关事项明确如下：“以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

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估值的，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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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

额…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拟购买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公司与本次交易业绩补偿义务人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标的资产

承诺业绩指标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进行确定。同时，业绩补偿义

务人在业绩补偿期间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以及补偿义务计算方法也将以专项审

核报告认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因此，《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中业绩承诺相关约定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标的公司 2022 年承诺业绩低于评估预测数，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规定，业绩承诺

约定合法合规。 

三、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中关于承诺净利润按监管调整的约定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上市公司及业绩补偿义务人均同意，若中国证

监会或上交所要求对前述业绩补偿期间或承诺净利润等事项予以调整，各方一致

同意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的要求予以相应调整并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四、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指标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进行确定，2022

年承诺业绩低于预测净利润的原因为扣除 2022 年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标的资产 2022 年承诺业绩低于评估预测数，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业绩承诺约定合法合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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