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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方用于业绩补偿之股份尚未完全解除质押 

可能影响承诺按期履行的意见及风险提示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独立财

务顾问，现就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蒋宁、蒋伯峰、刘昀、许德怀、周葆华做出的

业绩承诺补偿的实施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如下： 

一、本次业绩补偿事项的概述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2014 年 7 月 2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北京中创信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靖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762 号），核准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北京信威

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信威集团”或“公司”）

向王靖等 37 名自然人及大唐控股等 20 家机构发行 2,614,802,803 股股份购买相

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20,382,55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配套资金。 

2014 年 9 月 10 日，上市公司向王靖等 37 名自然人及大唐控股等 20 家机构

发行的 2,614,802,803 股股份，以及上市公司以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 7 名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的 170,353,979 股股份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了股权登记相关事项。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 

根据 2013 年 9 月 26 日上市公司与王靖等 39 名自然人及大唐控股等 20 家机

构签订的《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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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2014 年 3 月 14 日上市公司与王靖等 37 名

自然人及大唐控股等 20 家机构签订的《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以及

2014 年 3 月 14 日上市公司与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蒋宁、蒋伯峰、刘昀、许德怀、

周葆华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述协议作出如下约定： 

1、业绩承诺情况 

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信威”）2013 年度 7 月至 12 月、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实现的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不低于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

的资产进行评估后所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信威评估报告，北京信威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不低于下述净利润预测数： 

期限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预测净利润（万元） 729 200,266 224,894 273,303 

如标的资产届时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利润预测数，则认购方中的王

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补偿方式为：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先以认购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时，

再进行现金补偿。 

股份补偿是指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相应数量的股份无偿赠予本次交易完

成后除本次交易认购方之外的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 

现金补偿是指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向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支付现金

用于补偿。 

2、补偿期限届满后的减值测试 

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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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期限届满时，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本次

发行价格＋现金补偿金额，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补偿期

限内已补偿现金数÷本次发行价格。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由王靖及其一致行动

人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

补偿股份总数+前述另需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现金数。 

（三）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出具的

致同专字（2014）第 110ZC2180 号《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

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15）第 110ZA2480 号《关于北京信威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16）

第 110ZA2995 号《关于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17）第 110ZA3150 号《关于北京信威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北京信威 2013 年 7 月

-12 月、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盈利预测、利润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业绩实现数 盈利预测数 业绩实现差异 

2013 年 7 月-12 月          845.38             729.00        116.38 

2014 年度      212,346.03      200,266.00     12,080.03 

2015 年度      257,286.52       224,894.00     32,392.52 

2016 年度 180,236.28        273,303.00  -93,066.72  

合计 650,714.21 699,192.00 -48,477.79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 

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 20 日内，就其实际净利润与预

测净利润的差额部分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该等补偿的股份将无偿赠予公

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本次交易认购方以外的其他

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上

市公司扣除本次交易认购方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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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后 40 日内发布赠送股份实施公告，王靖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应补偿的股份赠予公司相应股东。 

公司应当在赠送股份实施公告发布后 30 日内办理完毕股份无偿赠予事项。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之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

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

偿的股份不冲回。如公司在承诺年度进行转增或送股分配的，补偿股份数相应调

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的比例）。 

即：补偿股份数=（699,192.00- 650,714.21）÷699,192.00×22,487,304,100÷8.6= 

181,294,782 股。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王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按其各自持有北京信

威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数量总额的比例先以认购的股份进行补偿，其各自需补

偿的股份数量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持有北京信威

的股份数量（股） 

占所持股份数量总额

比例（%） 
应补偿股份数（股） 

王靖 739,323,629 83.628 151,612,923 

蒋宁 139,867,485 15.821 28,682,592 

蒋伯峰 3,360,562 0.380 689,150 

刘昀 840,141 0.095 172,287 

许德怀 336,056 0.038 68,915 

周葆华 336,056 0.038 68,915 

合计 884,063,929 100.000 181,294,782 

（四）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股份补偿实施情况 

1、各业绩承诺方拟支付的股份数量 

王靖先生在本次业绩补偿中自愿承担更多的补偿责任，拟替蒋伯峰先生和周

葆华女士支付其应补偿的全部股份，替蒋宁先生支付 2,100,000 股股份，替许德

怀先生支付 20,000 股股份。各业绩承诺方拟实际支付的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应补偿股份数（股） 拟补偿股份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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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靖 151,612,923 154,490,988 

蒋宁 28,682,592 26,582,592 

蒋伯峰 689,150 0 

刘昀 172,287 172,287 

许德怀 68,915 48,915 

周葆华 68,915 0 

合计 181,294,782 181,294,782 

2、各业绩承诺方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意见及风险提示出具日，王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表：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 

（股） 

质押股份数 

（股） 

未质押股份数 

（股） 

拟补偿股份数 

（股） 

王靖 1,011,112,119 967,537,224 43,574,895 154,490,988 

蒋宁 191,249,634 164,646,868 26,602,766 26,582,592 

蒋伯峰 4,595,108 4,526,000 69,108 0 

刘昀 1,148,778 0 1,148,778 172,287 

许德怀 459,511 410,000 49,511 48,915 

周葆华 459,511 0 459,511 0 

合计 1,209,024,661 1,137,120,092 71,904,569 181,294,782 

截至本意见及风险提示出具日，按照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拟执行的补偿方案，

蒋宁、刘昀、许德怀应补偿的股份均已准备完毕，蒋伯峰、周葆华无需进行准备，

王靖先生尚需对其已质押的股份进行解除质押以配合本次业绩补偿工作的开展。 

3、业绩补偿的期限要求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后 40 日内发布

赠送股份实施公告，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应补偿的股份赠予上市公司相应股东，

上市公司应当在赠送股份实施公告发布后 30 日内办理完毕股份无偿赠予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发布的《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业绩补偿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5），“公司和王靖及

其一致行动人将在本公告披露后 30 日内完成业绩补偿相关工作”。 



6 
 

即：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在 2017 年 7 月 7 日之前完成相关业绩补偿股

份的无偿赠予事宜。 

4、补偿责任人为进行足额股份补偿正在采取的具体措施 

王靖先生目前正在同其质押股份的质权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沟通协商，拟使用其名下实际控制的其他资产置换出其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质押的公司股份。上述解除质押工作仍在开展过程中，相关股份能否及时充

足的准备完毕并且能否于 2017年 7月 7日前完成业绩补偿工作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补偿期限届满后的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补偿期限届满时，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京信威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若补偿

期限届满时北京信威期末减值金额大于本次补偿金额，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对

超出的金额进行另行补偿。上市公司已经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以及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截至本意见及风险提示出具日，

上述评估及减值测试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风险及减值测试尚未完成的提示 

截至本意见及风险提示出具日，王靖先生本次拟用于业绩补偿之股份尚未完

全解除质押，相关股份能否及时充足的准备完毕尚存在不确定性，业绩承诺方及

上市公司存在无法于 2017 年 7 月 7 日之前完成股份补偿事项的可能，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王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能于 2017 年 7 月 7 日之前将应补偿的股份解

除质押，并办理完毕股份无偿赠送事项，则业绩承诺方将出现承诺未按期履行的

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

自然灾害等承诺相关方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超期未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

的，我会依据《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并对承诺相关方采取监管谈话、责令公开说明、责令改正、出具警示函、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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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主要决策者认定为不适当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选等监管措施。”

“在承诺履行完毕或替代方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前，我会将依据《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对承诺相关方提交的行政许可申请，

以及其作为上市公司交易对手方的行政许可申请（例如上市公司向其购买资产、

募集资金等）审慎审核或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信威集团上述业绩承诺方用于业绩补

偿之股份尚未完全解除质押可能导致承诺无法按期履行的相关风险。 

另外，目前北京信威资产减值测试的工作尚在开展过程中，不排除北京信威

资产发生大额减值从而导致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另行补偿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方用于业绩补偿之股份尚未完全解除质押可能影响承诺按期履行的意

见及风险提示》之盖章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