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21）0100390 号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股份公司”）
编制的 2020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说明》
，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道恩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道恩股份公司编制的 2020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道恩股份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郁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永超
中国·武汉

202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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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 2020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
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本公司系由龙口市道恩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工程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领取了 37068122800745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前身道恩工程公司系由龙口兴隆道恩化学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韩丽梅出资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 6 日注册成立，领取了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370681280074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7,975,026.00 元。
本公司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456581228 号。
本公司注册地址：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本公司总部办公地址：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简介
2018 年 9 月 6 日，本公司与烟台旭力生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东龙旭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力生恩”、“山东龙旭”）签订了《关于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
的股权收购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
。2018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与旭力生恩、
山东龙旭签订了《关于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
收购补充协议”）
。旭力生恩为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新材料”）原股
东，持有海尔新材料 80%的股权。山东龙旭为业绩承诺方。本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旭
力生恩持有的海尔新材料 80%的股权，确定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25,796.456 万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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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道恩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
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2018 年 11 月 12 日，海尔新材料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免去张秀文、李伟、任
新波董事职务，免去苏雅亭监事职务。同意于晓宁、韩丽梅、田洪池、崔青涛、谭伟宏担任
董事职务；同意邢永胜、杜燕燕担任监事职务。本次变更后海尔新材料董事为于晓宁、韩丽
梅、谭伟宏、田洪池和崔青涛，其中于晓宁为董事长。海尔新材料监事为邢永胜、杜燕燕。
2018 年 11 月 12 日，标的公司召开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选举于晓宁为公司董事长，
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聘任谭伟宏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2018 年 11 月 19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公司海尔新材料已办理完股权过户的工
商变更手续，变更完成后，道恩股份公司持有海尔新材料 80%的股权。截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道恩股份公司已向股权出售方旭力生恩累计支付 16,445.24 万元，占本次交易的总对
价的 63.75%。
2019 年 5 月道恩股份公司向股权出售方旭力生恩支付 7,200.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道恩股份公司已向股权出售方旭力生恩累计支付 23,645.24 万元，占本次交易的总对
价的 91.66%。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旭力生恩注销，将剩余应收本公司股权款 2,151.21 万元，按
本公司的投资比例分回至本公司 2,149.92 万元，剩余 1.29 万元，转至我公司应付旭力生恩
另一合伙人重庆生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本公司在进行前述重大资产重组时，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按照收益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众联评报字[2018]第 1226 号资产评估
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作为本次交易定价的参考依据，评估报告中对标的资产在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之后的利润预测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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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7 月
-12 月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永续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14.97

6,292.00

6,625.40

7,195.73

6,861.77

5,634.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4.97

6,292.00

6,625.40

7,195.73

6,861.77

5,634.33

项

目

（一）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1、海尔新材料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
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2、海尔新材料将保持持续经营，并在经营方式上与现时保持一致；
3、国家现行的税赋基准及税率，税收优惠政策、银行信贷利率以及其他政策性收费等
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真实；
5、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6、假设海尔新材料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发生重大的核心
专业人员流失问题；
7、海尔新材料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
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8、海尔新材料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
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9、海尔新材料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
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10、假设预测期的收入和支出是均匀实现的，现金流按年中折算。
（二）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的利润预测，2020 年度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预计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 6,625.40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6,625.40 万元。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 2020 年度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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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46.05

6,625.40

920.65

113.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6.05

6,625.40

920.65

113.90%

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众环审字（2021）010065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各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于 2020 年度的
实际经营状况，并按照与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盈利预测报告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基
础确定。
（四）结论
1、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 2020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546.05 万元，超过盈利预测 920.65 万元，完成率为 113.90%。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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