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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回购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曾用股票简称“珈伟股份”）
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
回购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1、 振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发能源”）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000.00 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百果路 99 号
成立时间：2012 年 11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查正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56480621M
经营范围：新能源的开发及技术咨询；新能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维
护；电力技术咨询；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
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
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服装、百货、纺织品、工艺品、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矿产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家用电
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灏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已改名为阿拉山口市灏轩股权投资有限

股票代码：300317

股票简称：珈伟新能

公告编号：2019-067

公司，以下简称“灏轩投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250,000.00 元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四楼 405 室（原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8 幢 2069 室）
成立时间：2014 年 7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丁孔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3986949459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
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及相关咨询服务。
（二）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新能源”）100%
的股权，其中振发能源持有华源新能源 75%的股权，灏轩投资持有华源新能源 25%
的股权。
（三）交易价格
根据 2014 年 8 月 21 日珈伟股份与振发能源、灏轩投资签订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交易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
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标的资产价格应当参照《评估报告》确定的
标的资产评估值予以定价。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4年6
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4]第493号《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 华源新能源100%的股权评估值为180,000.00万元。根据2014年12月珈伟
股份与振发能源、灏轩投资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180,000万元,各方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
交易作价为180,000万元,其中振发能源持有的标的资产价格确定为135,000万元,
灏轩投资持有的标的资产价格确定为45,000万元。
（四）发行股份
1、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系根据珈伟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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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议公告日之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确定为 13.88 元/股。由于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利润分配事
项，需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发行价为 13.82 元/股。
2、发行股份：根据珈伟股份 2014 年 8 月 2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4 年 12 月 1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4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并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证监许可[2015]1836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向振发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的核准，同意珈伟股份向振发能
源发行 83,212,735 股股份、向灏轩投资发行 32,561,50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依此对价发行股份数量为 115,774,240 股，其中：振发能源持有的华源新能
源 75%股权交易价格为 135,000 万元，珈伟股份向振发能源发行 83,212,735 股
股份支付其中的 115,000 万元，另外 20,000.00 万元以现金支付；灏轩投资持有
华 源 新 能 源 25% 股 权 交 易价 格 为 45,000 万 元, 珈 伟 股 份 向 灏轩 投 资 发 行
32,561,505 股股份作为交易的对价。珈伟股份本次共向 2 名股东发行股份
115,774,24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的股份数量
1、净利润预测数：中同华评报字[2014]第 493 号评估报告中交易标的华源
新能源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对应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收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20,016.88 万元、
25,890.64 万元、
33,457.09
万元、36,614.42 万元。
2、业绩承诺情况：根据 2014 年 12 月 10 日珈伟股份与振发能源、灏轩投资
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以及 2015 年 5 月
25 日签订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振发能源、灏轩投资承诺，华源新能源在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华源新能源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16.88 万元、25,890.64 万元、33,457.09
万元。若本次交易在 2015 年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振发能源、灏轩投资将增加 2017 年业绩承诺，即华源新能源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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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华源新能源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6,614.42 万元。
3、业绩实现情况：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
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中兴华专字（2019）第 410028 号)
公司对 2017 年的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调整后华源新能源 2017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 利润 34,703.89 万 元，小于 承诺数
36,614.42 万元，比当初的预测数差 1,910.53 万元。
4、业绩补偿方案
（一）计算公式
1、利润补偿期间，如华源新能源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年度净利润承诺数
的，由振发能源、灏轩投资向珈伟股份进行股份补偿，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
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认购股份总数÷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
2、各方同意，如珈伟股份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
股份数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应补偿股份数所示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3、如珈伟股份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现金分配的，现金分配的部分由振发能
源和灏轩投资向珈伟股份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
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二）计算过程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本次定向增发共发行股份 115,774,240 股，因公司在 2015 年半年度实施了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以公司当时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振发能源和灏轩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为 173,661,360 股=115,774,240 股
*(1+0.5)
因公司在 2017 年度实施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
以公司当时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063374 股。
振发能源和灏轩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为 313,691,010 股=173,661,36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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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3374)
应补偿股份数=（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认购股份总数÷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
6,245,338 股=（36,614.42 万元-34,703.89 万元）×313,691,010 股÷95，
962.15 万元
综 上 所述 ，原 股东 因 未完 成 2017 年度 业绩 承 诺应 补偿 的股 份数 量 为
6,245,338 股，其中振发能源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4,488,837 股，灏轩投资应补偿
股份数量为 1,756,501 股。
2、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
因公司在 2016 年度实施了 2015 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当时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因此现金分红的部分应做相应返
还，返还金额的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69,149.18 元=0.02 元*3,457,459 股
因公司在 2017 年度实施了 2016 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当时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7921 元人民币现金，因此现金分红的部分应做相
应返还，返还金额的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
量。
348,484.56 元=0.1007921 元*3,457,459 股
因公司在 2018 年度实施了 2017 年度的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当时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00938 元人民币现金，因此现金分红的部分应做相
应返还，返还金额的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
量。
125,492.57 元=0.0200938 元×6,245,338 股
因此，三年合计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为 543,126.31 元，其中振发能源应
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为 390,372.08 元，灏轩投资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为
152,754.23 元。
三、回购股份的主要内容
1、回购股份目的：发行对象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公司对应补偿股
份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发行对象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3、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1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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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购股份数量：回购 6,245,338 股，其中应回购振发能源股份数量为
4,488,837 股，应回购灏轩投资股份数量为 1,756,501 股。
5、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经
营、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6、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543,126.31 元，其中振发能源应返还的现金分红
金额为 390,372.08 元，灏轩投资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为 152,754.23 元。
四、后续安排及重要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因振发能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经被轮候冻结六次，故该部
分应补偿股份存在无法回购注销的可能性，后续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原股东进
行沟通，争取尽快解决相关问题以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定向回购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
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项议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审议事项，关
联股东需回避表决，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