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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收购资产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或“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资产事项的问询函》，对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称“悠远环境”或“标的公司”）100%的股权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分析，现按《问询函》

要求对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2016 年 7 月，悠远环境股东 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将其持有悠远环境 19%股权转让给苏州久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同时将其持有悠远环境 10%股权转让给苏州天工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股权转让的作价情况、作价依据、溢价率

等；（2）上述股权转让的作价和溢价率与本次收购是否存在差距，如有，请说

明原因和依据。 

答复：（一）股权转让的作价情况、作价依据、溢价率等 

根据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悠远环境”）、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苏州久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苏州久征”）、苏州天工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

天工元”）及苏州久征合伙人张翔宇、于洪亮、刘晓鸣、刘胜南、柴东阳，苏州

天工元合伙人赵红、陈丹萍出具的确认函： 

“1、苏州久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创业团队出资设立的合伙

企业；苏州天工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投资人赵红与陈丹萍出资设

立的合伙企业。本次股权转让目的是将悠远环境由外商独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

企业，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2、本次 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 转让的相应股权实际归属于苏州久征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苏州天工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在转

让之前，系由 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代持；3、本次转让属于解除



股权代持的转让行为，股权转让价仅参考悠远环境当时的每股净资产确定；4、

本次转让已履行完毕，转受让双方对上述事实不存在其他异议或争议。” 

苏州久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天工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情况如下： 

苏州久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MA1MFA1E9M；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

营场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岳王台北路 9 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晓鸣；经营

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苏州久征除持有公司股份外，无具体经营业务，其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张翔宇 有限合伙人 1,579,000 31.58 货币 

2 于洪亮 有限合伙人 1,579,000 31.58 货币 

3 刘晓鸣 普通合伙人 1,316,000 26.32 货币 

4 刘胜南 有限合伙人 263,000 5.26 货币 

5 柴东阳 有限合伙人 263,000 5.26 货币 

合  计 5,000,000 100.00 -- 

苏州天工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MA1MMX5W2W；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主要

经营场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岳王台北路 9 号；执行事务合伙人：陈丹萍；经

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天工元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赵红 有限合伙人 5,280,000 80.00 货币 

2 陈丹萍 普通合伙人 1,320,000 20.00 货币 

合  计 6,600,000 100.00 -- 

截至本公告日，经悠远环境、苏州久征、苏州天工元、苏州久征合伙人张翔

宇、于洪亮、刘晓鸣、刘胜南、柴东阳，苏州天工元合伙人赵红、陈丹萍、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 确认，目前 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 替

张翔宇、于洪亮、刘晓鸣、刘胜南、柴东阳、赵红、陈丹萍代持的股份已经全部

转让给了其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苏州久征和苏州天工元，目前各方持有的股权不

存在代持情形，亦不存在其他争议或异议。 

（二）股权转让的作价和溢价率与本次收购是否存在差距，如有，请说明



原因和依据 

1、两次股权转让行为存在的差异情况。 

2016 年 7 月的股权转让行为与本次收购在估值方式和定价水平存在差异。

前者以标的股权当时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依据，截至 2016 年 5 月 30 日，公司

账面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5,503.91 万元，1 美元注册资本对应净资产

值约为人民币 6.1152 元； 

本次转让情况具体如下： 

转让人 受让人 
转让实缴出资额 

（美元） 

转让价格 

（人民币元） 

U-AIR  
苏州久征 1,900,000 11,618,865.03 

苏州天工元 1,000,000 6,115,192.12 

后者以各方协商确认的公允价值为定价依据。 

 

2、存在差异的原因和依据如下： 

2.1、股权转让的目的不同。 

如前所述，2016 年 7 月 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 转让给苏州久

征和苏州天工元的相应股权实际在转让之前系由其替这两家公司代持的。当时的

股权转让系对悠远环境设立时存在的股权代持情形的解除。而本次再升科技收购

悠远环境 100%股权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考虑。公司的主要产品

是微纤维滤纸，洁净领域是其主要应用领域之一。而悠远环境主要为高端洁净室

提供净化设备和空气过滤器产品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监测、培训、维护

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再升科技通过收购悠远环境将有助于公司打通产业链，提升

综合实力。 

2.2、估值方式不同 

2016 年 7 月的股权转让行为主要是为了解除股权代持还原股东身份，因而

转让价格参考 2016 年 5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情况确定。 

而本次上市公司收购悠远环境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是交易双方在对标的

公司的审计和初步评估基础上协商确定的，交易作价综合考虑了标的公司的市场

价值、投资价值、标的公司部分股东承担的业绩承诺和补偿的义务，以及上市公

司与标的公司的战略布局和协同效应，交易作价公允、合理。有关本次收购的作

价依据详见 “问题三 （一）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有关内容。 

 

问题二、公告显示，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数如下：2017 年度 3300 万元，2018 年



度 3500 万元，2019 年度 37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若未完成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进行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2）上述补偿方式的合理性，

及其是否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答复：（一）交易对方进行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与盈利补偿相关的协

议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金额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数如下：2017 年度 3300 万元，2018 年度 3500 万元，2019

年度 3700 万元。 

2、业绩承诺计算标准 

标的公司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按如下标准计算： 

（1）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净利润数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孰低

的净利润数。 

3、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方法 

盈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再升科技聘请的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

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4、盈利预测补偿金额计算方式 

（1）盈利承诺期内每一会计年度，若出现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不包括本数）时，盈利补偿主体

应当对再升科技进行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合计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

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盈利承诺期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已补偿现金数量。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则按 0 取值，



即盈利补偿主体无须向上市公司补偿现金。但盈利补偿主体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

回。 

（２）如果盈利补偿主体须根据本条约定向再升科技进行现金补偿的，再升

科技应在合格审计机构对上述公司的实际业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7 个工

作日内确定盈利补偿主体当期应补偿的金额，并书面通知盈利补偿主体。 

若以上任意一年未完成，则当期再升科技应当支付给悠远环境转让前全体股

东的股权转让价款在扣除当期应当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后支付给悠远环境转让

前全体股东；若当期支付价款不足扣减的，业绩承诺方在再升科技发出书面通知

日 7 日内以现金补足。 

在任何情况下，各盈利补偿主体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

补偿合计不超过在本次交易中约定的交易对价金额，即 4.4 亿元。 

（二）补偿方式合理性说明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分四期支付：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且标的资产全部转让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对价总额的

20%，即现金 8,800 万元。2017 年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正式出具后 7 个

工作日内，支付交易对价总额的 20%即现金 8,800 万元；2018 年会计年度《专

项审核报告》正式出具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对价总额的 30%即现金 13,200

万元；2019 年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正式出具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

对价总额的 30%即现金 13,200 万元。 

若以上任意一年未完成，则当期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在扣除当期应当支

付的业绩补偿金额后支付；若当期支付价款不足扣减的，业绩承诺方在发出书面

通知日 7 日内以现金补足。 

因股权转让价款分期支付，80%的交易对价总额需要视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支

付，且后续将依据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支

付或补偿金额。盈利补偿的方式、补偿的可执行性均具有较强保障，能够有效维

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问题三、公告显示，悠远环境截至 2017 年 3月 31 日净资产为 1.01 亿元，

而本次交易作价为 4.4 亿元，溢价率较高。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的作价依

据，是否进行过评估，如是，请披露相应的评估报告。 

答复：（一）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 

本次上市公司收购悠远环境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是交易双方在对标的公

司的审计和初步评估基础上协商确定的，交易作价综合考虑了标的公司的市场价

值、投资价值、标的公司部分股东承担的业绩承诺和补偿的义务，以及上市公司

与标的公司的战略布局和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收购事项的董事会召开时，对标的公司的评估报告尚未完

稿，本次交易价格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对悠远环

境最近一年一期专项审计报告和评估机构的初步数据结果为参考依据，最终交易

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对悠远环境最近一年

一期专项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7]13950 号），悠远环境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

务指标（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 3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91,112,347.88 282,281,019.81 

净资产 101,065,261.26 92,530,623.69 

项目 2017年 1-3月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91,864,777.61 133,908,571.19 

净利润 8,534,637.57 4,928,471.47 

本次收购交易中，悠远环境的业绩承诺股东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的业绩承诺金额分别为 3,300.00 万元、3,500.00 万元、3,700.00 万元，如果承

诺业绩未完成，需要进行业绩补偿，本次交易业绩补偿的计算方式详见本回复“二

/（一）交易对方进行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由上表可以看出，2017 年 1 季度

悠远环境已实现净利润 853.46 万元，其完成 2017 年业绩承诺 3300 万元预期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价格在审计评估基础上有一定溢价，主要是考虑了悠远环境的未反

映在审计和评估报告中的投资价值，即再升科技与悠远环境的产业战略布局和协

同效应： 

首先，悠远环境所处的空气净化设备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在汽车、轨道交通、

航天、航空、电子、制药、生物工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随着近年来环

境污染、新型流感、室内污染、空气质量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家用空气净化器

也已成为全球家电市场备受关注的热门产品。再升科技在这一领域的布局将为公

司打通产业链，抢占空气净化行业先机，创造战略发展机遇。  

其次，以往受限于资金规模和融资能力，悠远环境面临着研发不足和产能瓶

颈的问题，通过本次交易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悠远环境将获得上市公

司的融资渠道，银行贷款能力也将增加，解决资金问题后，公司的研发能力、产

能、产品竞争力都将进一步提高，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回报将超出悠远环境依靠内

生增长的估值。 

再次，再升科技所生产的滤纸产品是悠远环境净化设备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本次收购不仅可以为上市公司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也可以扩大上市公司现有业



务的销售渠道和规模，将公司的优质过滤材料真正应用到终端商业、民用市场，

增强公司竞争力，减少外部成本、提升整体业绩。 

（二）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2017 年 6 月 13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评

估”）出具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苏州悠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7）第 0621 号）。天健评估采用收益法

和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以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悠

远环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因本次收购的是标的公司的股权，收益法

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故采用收益法的估值结果

作为评估结论。相关评估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净资产 

（母公司） 

收益法（定价依据）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悠远环境 100%股权 10,309.90 33,586.00 23,276.10 225.76% 

本次收益法评估选取的折现率为 11.96%，与近期 A 股市场并购交易的折现

率取值相比相对谨慎；本次收益法评估参数中对标的公司 2017年、2018 年、2019

年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3,289.21万元、3,422.27 万元、3,672.31 万元，低于

其业绩承诺金额 3,300.00 万元、3,500.00万元、3,700.00万元。 

本次评估可以作为股东判断标的公司价值的参考。相关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 

 

问题四、公告中仅披露了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3 月是

否存在非经常性损益，如存在，请披露具体内容；（2）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3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 

答复：（一）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3 月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内容 

标的公司 2016年度和 2017年 1-3月均存在非经常性损益，经审计的非经常

性损益的明细如下表所式：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3,075.32 168,225.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653.10 26,752.00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043,728.42 194,977.96 

 

（二）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3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

况 

标的公司 2016年度和 2017年 1-3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如下

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043,728.42 194,977.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6,559.26 29,246.69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影响净利润） 887,169.16 165,731.27 

净利润 8,534,637.57 4,928,47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647,468.41 4,762,740.20 

 

问题五、请公司根据《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一号 上市公司收购、出售资产

公告》的要求，对本次资产收购的相关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答复：（一）、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U-AIR INTERNATIONAL PTE.LTD.（以下简称“U-AIR公司”） 

注册号：201207202R 

成立日期：2012 年 3月 23日 

公司类型：豁免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现状：在业 

发行资本（金额）：3,010,000新加坡元 

注册地址：新加坡伍德兰兹大道 9号 201 室 

U-AIR公司为 LIEW XIAO TONG（刘晓彤）先生一人独资 

U-AIR公司除持有悠远环境股份外，无具体经营业务。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以下简称“天职国

际成都分所”）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3950 号审计报告，悠远环境最近一年一

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91,112,347.88 282,281,019.81 

总负债 190,047,086.62 189,750,396.12 



净资产 101,065,261.26 92,530,623.69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91,864,777.61 133,908,571.19 

净利润 8,534,637.57 4,928,47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647,468.41 4,762,740.20 

天职国际成都分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2、投资标的评估情况 

详见 “问题三 （一）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有关内容。 

天健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涉及收购资产的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