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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

“独立财务顾问”）接受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音响”、

“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飞乐音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本独

立财务顾问遵循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经审慎核查本

次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飞乐音响的任何投资建议，就投资者基于本持续督

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将不承担任何责

任。 

飞乐音响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需

资料。飞乐音响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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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的简称与飞乐音响2014年12月19日公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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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中的释义具有相同涵义。 

一、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的核查 

（一）本次交易概况  

飞乐音响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申安联合持有的北京申安集团

85％股权，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庄申安持有的北京申安集团 15％股权，同时

向仪电电子集团及芯联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

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二）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14年12月18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申安集团）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已经完成。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了北京申安集团的股东变更登记，并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110000006209274）。本次变更登记完成后，飞乐音响为北京申安集团的

唯一股东，北京申安集团成为公司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本次新增的246,154,691股股份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2015年1月6日上

市公司公告了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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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情况报告书。 

二、关于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交易文件与相关协议的核查  

飞乐音响与申安联合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补充协议、《关于拟购买资产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及

补充协议、《稳定股权关系的协议》，与庄申安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关于拟购买资产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

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稳定股权关系的协议》，与仪电电子集团及芯联投资签

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目前交易双方已经履行相关协议的各项约定，并未出现违反约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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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承诺的核查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就交易具体事项出具的各

项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1、股份锁定期的相关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承诺，本次交易中申安联合取得的

飞乐音响的股份中的17.55%的股份（占飞乐音响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3%），即

29,556,600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申安联合取得飞乐音响股

份中剩余的82.45%的股份（占飞乐音响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14.10%），即

138,885,482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飞乐音响向其控股股东仪电电子集团

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飞乐音响向芯联投资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适当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相关

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2、关于期间损益归属的承诺  

申安联合和庄申安承诺：在交易基准日后至标的资产约定交割日之间的过渡

期内，标的资产产生的收益由飞乐音响享有；标的资产如发生亏损，由申安联合

和庄申安按照其各自在北京申安集团的股权比例分别承担，在交割审计完成后一

个月内一次性以货币资金补足；申安联合保证其实际控制人庄申安对于上述弥补

亏损承担连带责任。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的具体金额由交易双方共同认定的具有证

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后确认。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适当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相关

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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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安联合承诺：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保证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申安联合及下属企业从事与飞乐音响及其下属企业构成或可

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庄申安承诺：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保证采

取有效措施，避免庄申安及下属企业从事与飞乐音响及其下属企业构成或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仪电电子集团承诺：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

保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仪电电子集团及下属企业从事与飞乐音响及其下属企业

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适当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相关

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4、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申安联合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减

少与飞乐音响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

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与飞乐音响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

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并保证关联交

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

信息披露义务，以确保不发生有损于飞乐音响及其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庄申安承诺：“本人及本人下属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与飞

乐音响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

易，本人将与飞乐音响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

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并保证关联交易价格

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

露义务，以确保不发生有损于飞乐音响及其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仪电电子集团承诺：仪电电子集团及下属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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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与飞乐音响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

的关联交易，仪电电子集团将与飞乐音响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

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并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以确保不发生有损于飞乐音响及其股东利益的关联交

易。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适当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相关

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核查  

重组过程中，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盈利预

测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14）第2372号《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根据该报告，预计飞乐音响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101.43万元。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16）第0941号《审

计报告》，飞乐音响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613.81万元，

实现率138.79%。 

重组过程中，根据与申安联合及庄申安签署的《关于拟购买资产实际净利润

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用于计算补偿现金数的拟购

买资产2015年度预测净利润数为19,107.11万元。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上会师报字（2016）第0946号《关于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京申安集团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25,590.34万元，实现率为133.93%。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适当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

及标的资产北京申安集团均已实现盈利预测。 

四、公司业务发展现状 

2015 年，飞乐音响实现营业总收入 507,181 万元，同比增长 138%，实

现净利润 37,61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82%。 飞乐音响绿色照明产业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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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6,26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0.04%，净利润 4,747 万元，同比增加 201%；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

现营业总收入294,64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34%，净利润 25,590 万元，

同比增加 82%；上海圣阑实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0,198 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21%，净利润 5,168 万元，同比增加 0.88%。 公司参股 24%的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实现净利润 50,537 万元，为公司贡献投资收益

12,12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03%。 

（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光源电器及灯具类

产品生产及销售 

1,805,993,016.63 1,384,824,726.03 23.32 -6.5 -6.5 -0.01 

音响类产品的销售

及工程服务  

67,270,982.70 63,082,716.01 6.23 -16.8 -17.6 0.86 

照明设备安装工程 3,148,616,477.29 2,533,571,494.58 19.53 4,344.4 3,714.2 13.3 

合同能源管理 5,065,692.90 4,552,654.13 10.13 27.4 37.5 - 6.63 

设计服务 189,864.08 25,000.00 86.83 -21.5 -13.8  -1.17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5年度飞乐音响照明业务发展状况保持稳定，重

组事项对飞乐音响经营情况带来积极影响。 

五、公司治理与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飞乐音响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规范公司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之间权责明

确，公司董事、监事工作勤勉尽责，上市公司经营层严格按照董事会授权忠实履

行职务，更好地维护了上市公司权益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基本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具体如下： 

1、股东与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规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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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等相关程序。聘请律师对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确保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平等对待所有股东，中小股东和大股

东享有平等地位，均能充分行使权力。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的审议均严格按照规

定的程序进行，关联股东在表决时实行回避，保证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 

2、董事与董事会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序选举董事，上

市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4名，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

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的人数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1/3。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

提名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上市公司董事会职责清晰，

全体董事均勤勉尽责，能够积极参加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并认真履行职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监事与监事会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序选举监事，监

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2名，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

规的要求。公司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监事均能认真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 

4、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行为规范，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

干预公司的经营决策的行为。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独立组织生产销售和经营规划，重大决策均按《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由股东大会、董事会依法做出，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也不存在

控股股东干预上市公司决策和经营的情况，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况。上市公司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制度》，规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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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5、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严格遵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

披露信息。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

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获得公司披露的信

息。 

6、报告期内建立的公司治理制度 

2015年，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保护股东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董事

会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对《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公司制度做了修改、补充和完善。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适当核查后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并通过

不断的梳理和优化，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有效、合规的内部制度体系，为其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六、持续督导总结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飞乐音响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交易资产及涉及的证券已经完成交割及登记过户，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

息披露义务；重组各方均不存在违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

购买资产在2015年实际实现盈利均已达到盈利预测水平；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

发展良好；自重组完成以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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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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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肇睿                               陆剑伟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