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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8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共涉及 3 名股东，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计

36,683,375 股，上述回购股份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689,210,071 股的

5.32%。 

2、本次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注销手续。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689,210,071 股变更为 652,526,696

股。 

一、威博精密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威博精密业绩承诺 

2017 年 1 月 9 日、2017 年 3 月 21 日、2017 年 5 月 11 日，公司与威博精密

原股东吴桂冠、吴镇波、练厚桂、柯杏茶、黄庆生（以下简称“业绩补偿义务人”）

分别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二）。依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为 2017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承诺威博精密利润承诺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不低于

128,000.00 万元，其中：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承诺数

分别不低于 33,000.00 万元、42,000.00 万元、53,000.00 万元。“净利润承诺数”

中的净利润，均指威博精密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利润承诺期间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安洁科技聘请具有证券期货

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威博精密净利润承诺数的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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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项审核报告》披露的威博精密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作为实际净利润数。 

（二）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具体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方将按照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补偿。若利润承诺期间威博精密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

（扣非后）低于净利润承诺数，则交易对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 

根据安洁科技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交易对方通过股份（按照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最

终发行股份的价格乘以股份数量折算利润补偿金额）和现金方式合计向安洁科技

支付的利润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总额，即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340,000.00 万元。 

交易对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在本次交易中

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以下简称“内部分担比例”）分担《利润补

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金额＝（威博精密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威博精密截

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利润承诺期间威博精密的净利润承诺数

总额×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的价格；以上股份数计算结果如有小数，则四舍五入取整。 

交易对方每一方应补偿股份数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内部分担比例。 

如果交易对方所持股份不足以补偿上述当年应补偿金额的，则交易对方应以

现金补足差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威博精密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威博精

密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利润承诺期间威博精密的净利润承

诺数总额×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交易对方累计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交易对方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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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或现金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

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或现金小于 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或现金不冲回。 

上市公司若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交易

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总数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则作相应调整，利润补偿股

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若安洁科技在本次交易的利润承诺期间实施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

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总数（调整后）=当年

应补偿股份总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安洁科技在本次交易的利润承诺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交易

对方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调整后的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

年应补偿股份总数（调整后）。 

2、股份补偿程序 

如果交易对方因威博精密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从而需向

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并注

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就交易对方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

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

交易对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无偿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1）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

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交易对方。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

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

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

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2）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

实施，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实施

股份赠送方案。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尽快

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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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交易对

方之外的其他股东，除交易对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

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3）交易对方所持股份不足以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时，上市公司应在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

于交易对方现金补偿相关方案，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现金补

偿金额书面通知交易对方。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要求其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 

自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起

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交易对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二、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惠州威博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苏公 W[2020]E1150

号），2019 年度威博精密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8,431,456.65 元，未能达到 2019 年度净利润 53,000.00 万元的业绩承诺，达

成率为-1.59%，威博精密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未能完全实现。 

 

三、本次业绩补偿实施方案 

2019 年威博精密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总数为 61,179,745 股，业绩补

偿现金补偿金额为 209,672,643.98 元，现金分红返还 12,235,949 元，具体明细如

下： 

序

号 

业绩补偿

义务人 
承担比例 

2019年度应补

偿股数（股） 

2019年度业绩补

偿现金补偿金额

（元） 

2019年度现金

分红返（元） 

1 吴桂冠 30.16% 18,451,810 63,237,269.44 3,690,362.22 

2 吴镇波 28.16% 17,228,216 59,043,816.54 3,445,643.24 

3 柯杏茶 17.92% 10,963,411 37,573,337.80 2,192,6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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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练厚桂 11.88% 7,268,154 24,909,110.10 1,453,630.74 

5 黄庆生 11.88% 7,268,154 24,909,110.10 1,453,630.74 

合计 100% 61,179,745 209,672,643.98 12,235,949.00 

 

四、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0 年 4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公司 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及现金补偿的议案》，并已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

偿股份及现金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五、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1、股份回购的主要内容 

回购股份目的：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人重大资产重组承诺，股份回购注销。 

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1 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数量：36,683,375 股（本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涉及 3 名股东）。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2、实施结果 

由于公司尚未取得吴镇波、练厚桂 2 名业绩补偿义务人关于充分知晓并同意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的承诺书，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经审慎考虑决定，

公司拟分步办理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公司已于 2020年 5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了上述补偿股份 36,683,375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同时公司将督促相关补偿义务

人尽快完成剩余需补偿股份 24,496,370 股的回购及注销工作。 

 

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689,210,071 股减少至 652,52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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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326,651,607 47.40% -36,683,375 289,968,232 44.44% 

高管锁定股 264,375,462 38.36% 
 

264,149,565 40.48% 

首发后限售股 61,179,745 8.88% -36,683,375 24,496,370 3.75% 

股权激励限售股 1,096,400 0.16% 
 

2,203,650 0.34%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362,558,464 52.60% 

 
362,784,361 55.60% 

三、总股本 689,210,071 100.00% -36,683,375 652,526,696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七、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对应股本总额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本次回购注销前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689,210,071 0.79 -0.94 

本次回购注销后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652,526,696 0.83 -1.00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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