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华邦
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
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关于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福尔”）和关于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曾用名：山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2018 年度业
绩承诺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一）于俊田等 10 名交易对方关于山东福尔的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
（1）根据公司与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科技、联创投资、达晨投
资、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于俊田、田深
春、孙丽娟、汇邦科技（以下简称“承诺方”）对山东福尔资产评估报告利润补偿
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346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山东福尔 2013 年度、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7,049.31 万元、7,717.81 万元、
8,447.31 万元、8,482.52 万元（以下统称“预测净利润数”）。如山东福尔在利润补
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别未达到评
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则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山东福尔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
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利润数
额，则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鉴于于俊田为原山东福尔的实际控制人，田深春、孙丽娟为原山东福尔高级
管理人员，而联创投资、达晨投资、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为原山东
福尔的小股东，其利润补偿义务全部由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三名自然人股东
按持股比例分担，小股东不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
科技承担补偿义务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补偿义务承担比例

1

于俊田

63.93%

2

田深春

15.13%

3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12.50%

4

孙丽娟

备注

原重庆汇邦旅业有限
公司

8.44%
合

计

100.00%

（2）2013 年 12 月 15 日，于俊田对山东福尔 2017、2018 年的业绩出具承
诺函，对业绩补偿追加承诺，若山东福尔 2017 和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未达到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3468 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中 2017 年 9,203.14 万元和 2018 年 9,658.83 万元，则于俊田将以本次
交易所获得的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2、补偿方式
（1）2013-2016 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若山东福尔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数未达到相关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承诺方将于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
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
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山东福尔 100%股权交易价格÷
股票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在计算补偿股份数时，若补偿股份数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
份不冲回，承诺方各方按照补偿义务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的股份数。

在运用上述公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承诺方各方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②如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实际回购
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上市公
司；如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股
票发行价格”应随之调整。
若田深春、孙丽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禁售期后对外转让而导致其履行补
偿义务时其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足以履行自己的补偿义务的，则标的资产实际控制
人于俊田应以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代为履行补偿义务；相关各方应以现金方
式向于俊田进行补偿，其各方的补偿金额=于俊田代其履行补偿义务的股份数量
×代履行补偿义务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若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其合计持有的可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不足部分由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三人以现金方式进行额
外补偿，上市公司应在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
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向上市公司支付其当年
应补偿的现金。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应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
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上市公司。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当年应补偿
现金总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应补偿现金总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山东福尔 100%股权交易
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按照本次交易前持有山东福尔数量，计算分担各自
应当补偿的现金数。
（2）于俊田追加承诺的补偿方式
于俊田将于山东福尔 2017 年和 2018 年盈利预测情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
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充的股份数量，该应补
偿股份由华邦健康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2017 年股份补偿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2017 年预测净利润数-2017 年实际净利润数）÷2017 年和 2018
年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山东福尔 53.58%股权交易价格÷股票发行价格
2018 年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2017 年和 2018 年预测净利润数之和-2017 和 2018 年实际净
利润数之和）÷2017 年和 2018 年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山东福尔 53.38%股权交易
价格÷股票发行价格-2017 年已经补偿的股份数量。
（二）王加荣等 20 名交易对方关于凯盛新材的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340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凯盛新材 2013 年度、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3,695.78
万元、4,390.96 万元、5,515.00 万元、5,803.08 万元（以下统称“预测净利润
数”）。
根据上市公司与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
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
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
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承诺方”）对
凯盛新材资产评估报告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凯盛新
材在利润补偿期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别
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则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凯盛新材在利润补偿
期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
利润数额，则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凯盛新材各方承担补偿义务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1

王加荣

43％

2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

3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

4

王成

5.84％

5

张杰

5.84％

6

宋国谋

5.84％

7

李永胜

2％

8

李斌

2％

9

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92％

10

王荣海

0.4％

11

杨善国

0.4％

12

李殿勋

0.3％

13

王叶洁

0.3％

14

刘娜

0.2％

15

李云永

0.24％

16

郭强

0.2％

17

李强

0.2％

18

张善民

0.12％

19

张勉志

0.1％

20

孙丰春

0.1％

合计

100％

2、补偿方式
若购买资产利润补偿期各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实际净
利润数未达到相关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将于关于标的
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依照下述
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华邦健康以 1.00 元的价
格进行回购。
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凯盛新材 100%股权交易价格÷

股票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在计算补偿股份数时，若补偿股份数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
份不冲回；乙方各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在凯盛新材的股权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的
股份数。
在运用上述公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各方因本次交易而
获得的华邦健康股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2）如华邦健康在利润补偿期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实际回购
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华邦健
康；如华邦健康在利润补偿期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股票
发行价格”应随之调整。
若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
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
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持
有的华邦健康股份在禁售期后对外转让而导致其履行补偿义务时其持有的股份
数量不足以履行自己的补偿义务的，则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王加荣应以其所持有
的华邦健康股份代为履行补偿义务；相关各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王加荣进行补偿，
其各方的补偿金额=王加荣代其履行补偿义务的股份数量×代履行补偿义务当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各方本次认购
的股份数，不足部分由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按照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额外补
偿。华邦健康应在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各方向华邦健康支付其当年
应补偿的现金。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应在收到华邦健康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
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华邦健康。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现
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凯盛新材 100%股权交易价
格]-已补偿股份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王加荣等二十名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易前持有凯盛新材股权的比例计算各
自应当补偿的现金数。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山东福尔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25000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山东福尔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170.57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186.09 万元,超过
2013 年净利润预测数。
（2）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山东福
尔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910.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900.75 万元，超过 2014 年净利润预测数
（3）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信专
（2016）129 号《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山东福尔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18.17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692.84 万元，截至
2015 年末，山东福尔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 24,779.68 万元、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23,214.43 万元，累计超额完成承诺业绩 1,565.25 万元。
（4）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信专
(2017)180 号《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山东福尔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861.89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69.74 万元，截至
2016 年末，山东福尔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 33,549.42 万元、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31,696.95 万元，累计超额完成承诺业绩 1,852.47 万元。
（5）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信专

(2018)262 号《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山东福尔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868.26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295.84 万元，超过
于俊田对山东福尔 2017 业绩补偿追加承诺。
（6）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信专
（2019）167 号《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山东福尔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729.24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685.45 万元，超过
于俊田对山东福尔 2018 业绩补偿追加承诺。
2、凯盛新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25000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凯盛新材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987.67 万
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59.93 万元，超
过 2013 年净利润预测数。
（2）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凯盛新材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69.49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99.34 万元，超过 2014 年净利润预测
数。
（3）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华
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凯盛新材 2015 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07.68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34.20 万元，截至 2015 年末，凯盛新材累计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4,693.47、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3,601.74 ，累计超额完成承诺业绩
1,091.73 万元。

（4）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川华信专
(2017)180 号《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凯盛新材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28.43 万元, 其
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77.51 万元，截至 2016
年末，凯盛新材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0,470.98 万元、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9,404.82 万元，累计超额完成承诺业绩 1,066.16 万元。
（5）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凯盛新材原股东无关于凯盛新材的业绩承诺。
三、西南证券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山东福尔 2018 年度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承诺的业绩水平。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