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 

之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作为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2017 年 9 月 11 日更名为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欧比特”)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对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4 年 11 月 6 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本次交易中，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广东铂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铂亚信息”）100%股权。具体方式如下：（1）公司向铂亚信息原股东发

行 21,084,335 股 A 股股票及支付现金人民币 157,500,040.95 元购买铂亚信息 100%

股权；（2）公司拟采用锁价方式，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对象颜军、李小

明、顾亚红、陈敬隆和李康发行 10,051,693.00 股 A 股股票用于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为 17.41 元/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175,000,000.00 元，募得资金用以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及补充铂亚信息的营运资金。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 755 号《珠海欧比

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

及的广东铂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确认铂亚信

息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2,800 万元。参照评估结果，交易双方经友好



协商确定铂亚信息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52,500 万元。 

2014 年 10 月，公司与李小明、顾亚红、陈敬隆等 20 位铂亚信息原股东签

订《关于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书》，并与李小明、顾亚红和陈敬隆 3 位铂亚信息原股东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 

2、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情况 

（1）2014 年 11 月 6 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2）2015 年 1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经中国证

监会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5 年第 7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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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无条件通过。 

（3）2015 年 2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15]235 号文《关于核准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小明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5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取得广东省商务厅“粤商务资字【2015】113 号”《广

东省商务厅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的批复》，批准了公司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事项。 

2015 年 4 月 23 日，交易对手方铂亚信息全体股东已将持有的铂亚信息 100%

的股权过户至欧比特名下，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完成后，欧比特直接持有铂亚信息 100%的股权。本次重组所涉资产交割已

完成。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2015 年 5 月 2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大华验字[2015]000181 号《珠海

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的

验证报告》。根据验证报告，募集资金总额 175,000,000.00 元已足额汇入东海证

券为欧比特本次发行指定的专用账户。 

2015 年 5 月 28 日，独立财务顾问在扣除财务顾问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

划转了认购款。2015 年 5 月 29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大华验字[2015]000182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止，欧比特新增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31,160,240.00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金额为人民币 231,160,240.00 元。 

2015 年 6 月 3 日，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新增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证券变更登记手续。 

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新增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二、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及其实现情况 

1、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时，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公告了“广东铂亚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4]004827 号）”，预测了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另外，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4]沪第 755 号《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广东铂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铂亚信息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的全部股权

按照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 52,800.00 万元。 

2、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盈利预测年度 盈利预测金额 实际金额 差额 完成率（%） 

2015 年度 4,166.85 4,565.55 398.70 109.57 

注：2016、2017 年度未作盈利预测。 



3、标的资产承诺的业绩完成情况 

（1）根据 2014 年 10 月 17 日公司与铂亚信息股东李小明、陈敬隆和顾亚红

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交易方承诺“铂亚信息于 2014 年度、2015 年

度、2016 年度净利润承诺数分别为人民币 3,400 万元、4,200 万元、5,140 万元”。

如本次重组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实施完成，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往后

顺延，2017 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人民币 6,048 万元。 

（2）业绩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则业绩承诺方应向欧比特进行补偿。每年

补偿的金额按以下情况确定： 

A．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当铂亚信息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同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小于该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10%（含

10%），则业绩承诺方向欧比特进行补偿的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

润实现数-已补偿的利润差额 

业绩承诺各方以现金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对价的金额占前述各

方所取得的对价金额总和的比例进行补偿。 

B.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铂亚信息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同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超过截至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10%

（不含 10%），则业绩承诺方向欧比特进行补偿的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

利润实现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之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

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各方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对价的金额占前述各方所取

得的对价的金额总和的比例进行补偿，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

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3）标的资产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6,543.9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6,132.13 万元，2017 年度应补偿金额测算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 承诺金额 差额 
完成率

（%） 
补偿金额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6,132.13 6,048.00 84.13 101.39 - 

经测算，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已完成利润补偿协议承诺的净利润，不需

要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 

4、标的资产盈利的奖励措施 

在业绩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如果铂亚信息对应的业绩补偿测算期间各年度

的累积净利润实现额（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业

绩补偿测算期间的各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则欧比特同意对任职于铂亚信息并取

得欧比特股份的铂亚信息高管层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为前述业绩补偿测算期间各

年度累计净利润实现额与净利润承诺数之差额的 20%。有权获得上述奖励的高管

层的具体范围、具体分配方案和分配时间由铂亚信息执行董事决定，上述奖励应

在业绩补偿测算年度结束且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中以收益法评估为作价依据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审核完成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由铂亚信息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毕。 

交易各方同意，计算上述的累计净利润实现额时，作为奖励计发的金额（即

超出累计净利润承诺数部分的 20%的金额）不从净利润实现额中扣除，但净利润

的实际会计处理不受影响。 

标的资产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6,543.9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 6,132.13 万元，2017 年度应奖励金额测算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 预测金额 差额 奖励比例 奖励金额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132.13 6,048.00 84.13 20% 16.83 

经测算，根据公司与交易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

公司将给予铂亚信息现金奖励 16.83 万元。 

5、结论 

欧比特基于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7 年度盈利预测已实现。 

三、东海证券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东海证券通过查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与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

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东海证券认为：上市公司欧比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入的铂亚信息 2017 年度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两者中的较低者）超过了业绩承诺数，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之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葛  斌            江  艳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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