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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对参股公司
北京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厦门科锐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和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编制本专项说明，具体如下：
一、北京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 1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购北
京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889.60 万
元认购北京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慧能”）定向发行股份
645.00 万股，占合众慧能本次定向发行股份完成后总股本的 20.00%。合众慧能
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其新增股份登记。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6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认购北京
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公告》（编号：2017-004）和《关于
认购北京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进展公告》（编号：
2017-055）。
（二）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合众慧能签订的《关于北京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增
资协议书》，相关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约定如下：
李贲和北京合众远航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同意，对合众慧能 2017-2019
年（以下简称补偿期）的净利润（本协议所指净利润均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作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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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期年度

承诺净利润（万元）

累计承诺净利润（万元）

2017 年

800.00

800.00

2018 年

1,200.00

2,000.00

2019 年

1,500.00

3,500.00

若三年累计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李贲和北京合众远航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承诺以其持有的合众慧能股权对公司进行股权补偿，具体股份补偿比例计
算公式为：
合计股份补偿比例=增资金额/（实际补偿期年度累计净利润×4.02）-增资金
额/（承诺补偿期年度累计净利润×4.02）；
李贲股份补偿比例=合计股份补偿比例×60%；
北京合众远航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份补偿比例=合计股份补偿比例
×40%；
双方确定，当股份补偿比例小于等于 15%时，李贲和北京合众远航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采用股份转让的方式补偿给公司；当股份补偿比例大于 15%
时，李贲和北京合众远航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权选择采用股份转让方式
补偿给公司或者选择采用现金方式分期两年全额回购公司原始定增股份，回购计
算公式如下：
回购现金总额=本次定增投资总金额+定增投资总金额的收益（按照年化 6%
收益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及上述股份补偿事项未执行完毕前，合众慧能将采用协议
转让的方式，不进行做市转让。
如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或上述股份补偿事项执行完毕前，合众慧能采用做市转
让方式，则对于上述股份补偿及回购未完成补偿的部分，方式变更为现金补偿方
式，由李贲和北京合众远航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按照下列计算方式对公司
进行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增资金额×（1-实际补偿期年度累计净利润/承诺补偿期年度
累计净利润）×1.06-已经补偿的现金-（实际补偿期年度累计净利润*4.02*已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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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股份比例）（按照年化 6%收益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李贲补偿的现金为应补偿现金总额的 60%，北京合众远航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为应补偿现金总额的 40%。
若因股份补偿导致公司成为合众慧能控股股东，或公司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成
为合众慧能实际控制人的，公司承诺在该情形发生之日起三年内，不实质变更合
众慧能的现有主营业务。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众慧能 2017 年度出具
的审计报告，合众慧能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8,126,989.51
元，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507,365.03 元。
根据协议约定，净利润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则合众慧能 2017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 7,507,365.03 元
与承诺的净利润 8,000,000.00 元的差额为-492,634.97 元，合众慧能业绩承诺完成
率为 93.84%。
根据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众慧能 2018 年度出具的审计
报告，合众慧能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7,579,899.85 元，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385,355.20 元。根
据协议约定，净利润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则合众慧能 2018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 7,385,355.20 元与
承诺的净利润 12,000,000.00 元的差额为-4,614,644.80 元，合众慧能业绩承诺完成
率为 61.54%。
根据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众慧能 2019 年度出具的审计
报告，合众慧能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2,282,875.29 元，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2,440,283.10 元。
根据协议约定，净利润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则合众慧能 2019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 12,282,875.29 元
与承诺的净利润 15,000,000.00 元的差额为-2,717,124.71 元，合众慧能业绩承诺完
成率为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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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慧能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主要原因如下：
（1）合众慧能高校业务受政策影响下滑幅度较大
2019 年高校行业专项资金补贴政策取消，高校资金收紧严重，受此政策的
影响，2019 年合众慧能的高校行业业绩持续下滑，2019 年高校业务合同额仅为
1,215 万元，同期降幅比例达 60%。因此对合众慧能整体业绩及净利润状况影响
较大。
（2）合众慧能人力及运营成本的上升压力
2019 年，合众慧能人力成本比 2018 年有所上升，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18%，
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11%，主要是职工薪酬的增加，仅研发人员 2019 年薪资同比
增加 92 万元。而且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合众慧能的销售费用也有所增长，
故导致合众慧能整体的运营成本呈上升趋势。
合众慧能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和累计承诺净利润差
额为-7,824,404.48 元。针对合众慧能未完成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公司将根
据《关于北京合众慧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增资协议书》的约定，督促相关
方在规定的时间内以约定的方式进行补偿。
二、厦门科锐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福
建锐亿联合电力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530 万元通过收购股权
并增资的方式最终持有福建锐亿联合电力服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厦门科锐能
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科锐”）60%的股权，详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福建锐亿联合电力服
务有限公司的公告》（编号：2016-111）。本次收购股权并增资工商变更手续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完成。
（二）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甲方）与冯爱华、林绿旺、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统称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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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业绩承诺及对赌条款如下：
1、业绩承诺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冯爱华、林绿旺、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承
诺：厦门科锐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00 万元、300 万元和 400 万元。
若厦门科锐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低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冯爱华、林绿旺、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
各补偿责任人应当首先以其持有的厦门科锐的股权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若各补
偿责任人持有的厦门科锐的股权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的补偿由双方另行协
商。乙方各补偿责任人分别为冯爱华、林绿旺、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
2、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聘请双方均认可的合格审计机构对
厦门科锐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厦门科锐承诺的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的差额根
据该审计机构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业绩承诺期内，若厦门科锐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乙方各补偿责任人首先以其持有的厦门科锐股权进行补偿，
股权补偿计算方式具体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内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当年应补偿股权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甲方本次股权收购金额×甲方本次收
购的股权数量
上述净利润均以厦门科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大信审字[2018]
第 1-01987 号），厦门科锐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55,271.82 元，与冯爱华、林绿旺、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承诺的厦门科锐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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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差额为-1,244,728.18 元，完成率为
37.76%。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厦门科锐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422,674.93 元，与冯爱华、林绿
旺、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承诺的厦门科锐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差额为-5,422,674.93 元，完成率为-80.76%。
根据《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因厦门科锐 2017 年度、2018 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业绩承诺，冯爱华、林绿旺、
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各补偿责任人以其持有的厦门科锐合计 40%股权向公司
进行补偿。上述股权补偿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厦门科锐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详见公司 2019 年 8 月 1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B019 版）、证券时报（B76 版）
和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编号：2019-065）。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大信审字[2020]
第 1-01532 号），厦门科锐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31,343.70 元，与冯爱华、林绿旺、黄聿丹、林滨芳、黄汉胜承诺的厦门科锐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差额为-3,568,656.30 元，完成率为
10.78%。
厦门科锐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主要原因是：1、厦门科锐主营业务板块
中设计业务因设计周期问题未能形成收入；2、根据业务战略调整要求，厦门科
锐制造业务板块取消，合同收入减少；3、2019 年厦门科锐转型开展综合能源服
务业务，业务处于开拓期。
根据《股权收购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若各补偿责任人持有的厦门科锐的
股权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的补偿由双方另行协商。公司将与各补偿责任人协
商差额部分的补偿。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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