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及累计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高科”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荃银高科收购荃银天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荃银天府”）股权

并实缴出资及收购新疆金丰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源”）股权的

2022 年度及累计承诺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收购荃银天府股权并实缴出资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投资国垠天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拟在该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后以现金 2,550 万元投资。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收资本 1,889.6 万

元，荃银高科以 0 元对价受让周琦、戴薇、刘于玲、成都恒垠农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合伙）已认缴未实际出资的 2,550 万元股权，并按照 1 元/出资额的出资价格实

缴到位，其余未实缴出资份额 560.4 万元由原股东周琦按照 1 元/出资额的出资

价格实缴到位。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荃银天府（国垠天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荃银天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其余股东合计持有 49%股

权。 

2、收购金丰源股权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收购新疆金丰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 

21,300 万元收购张银宝、邢苍杰、陈长青、阿不力孜·肉孜、余卫忠、刘军、朱

刚、杜书丛等 8 人合计持有的金丰源 60%股权。2022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疆金丰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签



署补充协议的议案》，收购金丰源 60%股权之交易价款调减至为 20,673.762 万

元。2022 年 4 月 6 日，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两项议案。 

二、业绩承诺情况 

1、周琦就荃银天府的业绩承诺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0 年 11 月-12 月、2021 年度、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周琦就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及相关指标作出承诺：2020

年 11 月-12 月净利润合计不为负值，2021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00 万元，2022 年

度净利润不低于 600 万元，2023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750 万元，承诺期累计净利

润不低于 1,850 万元。 

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标的公司的净利润，下文亦同。 

（3）如荃银天府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承诺值，周琦须就差

额部分对荃银高科进行现金补偿，具体补偿计算公式为：当期补偿金额=（当期

承诺净利润-实际当期实现净利润）×51%。 

（4）补偿期限届满后，若荃银天府实现业绩承诺期（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度）累计净利润承诺值 1,850 万元的，本公司同意免除周琦补偿义务，周琦已

支付补偿款本公司予以全部返还。 

（5）周琦以所持标的公司剩余股权对业绩承诺承担保证责任。若标的公司

未完成承诺利润且周琦不能完全履行现金补偿的情况下，荃银高科有权以上一年

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收购周琦持有标的公司相应价值（未现金补

偿金额）对应的股权，周琦应当配合。 

如周琦按照本条约定履行了现金补偿义务或本公司因本条约定收购了交易

对方（指周琦、戴薇、刘于玲、成都恒垠农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合伙））一部分

股权，不视为本协议终止、解除或者业绩承诺履行完毕，交易对方仍应当继续履

行本协议。 

2、张银宝、邢苍杰、陈长青、阿不力孜·肉孜（以下合称“金丰源业绩承诺

方”）对金丰源的业绩承诺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1 年 12 月、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 



（2）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现：2021 年 12 月净利润不低于 100 万元，

2022 年净利润不低于 3,150 万元，2023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350 万元，2024 年

度净利润不低于 3,550 万元，承诺期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0,150 万元。 

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需剔除由荃银高科及其控股方

给标的公司带来的政府项目损益；政府项目损益荃银高科与业绩承诺方签字确

认），下文亦同。 

（3） 如金丰源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承诺值，荃银高科有权

向金丰源业绩承诺方中任一或多位股东要求其承担全部的补偿义务。金丰源业绩

承诺方内部按照本次交易中出售的金丰源股权比例确定补偿义务。 

（4）金丰源业绩承诺方于业绩承诺期内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100%]×本次交易价格–业绩承诺

方已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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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补

偿的金额不冲回。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补偿和期末减值补偿中

承担补偿责任的上限，合计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全部现金交易价款。 

荃银高科有权优先以尚未支付的交易价款抵消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对荃银高

科的补偿金额，不足部分业绩承诺方继续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如补偿金额低于

荃银高科尚未支付的交易价款，则抵消后的差额，上市公司按协议约定继续支付。 

（5）若标的公司未完成承诺利润且业绩承诺方不能完全履行现金补偿的情

况下，未补偿部分业绩承诺方同意用已质押给荃银高科的股权偿还。应补偿股权

计算公式如下：应补偿股权数量=未补偿金额÷2024 年度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价格。 

（6）减值测试 

①在最后一个业绩承诺年度结束，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30 日内，

由荃银高科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②在业绩承诺期完成后，如[（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金丰源业绩承诺方转让

标的公司股权的比例）–金丰源业绩承诺方承诺年度内已补偿金额]＞0，则就该

等差额部分，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形式向荃银高科另行补偿。 

③金丰源业绩承诺方保证标的公司 2025 年度净利润不得低于 2024 年度承

诺净利润。若存在差额，金丰源业绩承诺方应当按照 2024 年度承诺净利润将差

额向标的公司补足。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周琦就荃银天府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1-12月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合计 

1、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2,085,536.41 5,170,983.39 6,031,262.99 13,287,782.79 

2、业绩承诺额 不为负值 5,000,000.00 6,000,000.00 11,000,000.00 

3、业绩承诺完成率 完成 103.42% 100.52% 120.80% 

如上所述，经审计，周琦 2022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0.52%，累计完成率

为 120.80%。 

2、金丰源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度 合计 

1、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8,464,421.24  25,064,722.07   33,529,143.31  

2、业绩承诺额 1,000,000.00  31,500,000.00   32,500,000.00  

3、业绩承诺完成率 846.44% 79.57% 103.17% 

如上所述，经审计，金丰源业绩承诺方 2022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79.57%，

累计完成率为 103.17%。 

四、金丰源业绩承诺方无需进行业绩补偿的说明 

（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计算公式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100%]×本次交易价格–金丰源业

绩承诺方已补偿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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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2022年度应补偿金额=[（100+3,150）–（846.44+2,506.47）]÷10,150×100%× 

20,673.762-0=–209.61<0，未达到业绩补偿条件，即金丰源业绩承诺方无需对2022

年度业绩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公司将逐年对业绩承诺方的应补偿金额进行测算。 

（2）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2022年金丰源种子业务销量、收入都同比增长，但受国际棉花贸易格局变化

以及国内疫情的影响，棉纺企业采购意愿较低，皮棉价格持续走跌，致皮棉业务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皮棉出货放缓。 

（3）未来应对措施 

第一，提前锁定下游订单，凭借棉种资源的优势，开展差异化服务，对客户

在企业的自由采购优先权进行动态的排序和数量的限制，争取市场主动地位，引

导、调控客户的采购趋向。 

第二，加强内部协同，探索建立棉花全产业链运营平台，在种子、田间管理、

采收、皮棉加工及销售等进行全过程运营管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荃银天府 2020 年 11 月-12 月、2021 年度、2022 年

度的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上述期间分别实现

归母净利润 208.55 万元、517.10 万元、603.13 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金丰源

2021 年 12 月、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上述期间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846.44 万元、2,506.47 万元，2022 年度实际

净利润小于 2022 年度承诺净利润，经公司测算因累计实际净利润高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截至 2022 年末，金丰源业绩承诺方无需对 2022 年度业绩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及累计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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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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