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说 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109

号)及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 (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 127号 )的有关规定,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本公司

”

或
“
中油工程∴ 更名前简称

“
天利高新

”)编制了本说明。

一、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三部分。

(一 )重大资产出售

天利高新向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其现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其

上房产和构筑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6年 6月 30口 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且

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

资产重组置出部分资产及负债项目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第 1396号 ),天

利高新置出净资产评估价值 1,787。 ” 万元。根据评估结杲,经天利高新与新疆天利高新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协商,本次重组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17,"9,” 9。俑 元。

(二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天利高新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 (简称中石油集团)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中石油集团持有的中国石油

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1OO%股权、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OO%股权、中国寰球工程

有限公司 1OO%股权、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1O0%股权、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10O%股权、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 1OO%股权以及中国石油集团工

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收购上述单位的资产评估结果,经天利高

新与中石油集团协商,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作价合计 犭,∝6,473,010。 ⒎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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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口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综合考虑本公司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一定时间内的股价走势,并经交易双方协商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口前 ⒛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㈨%,

即 4。73元/股。按照本次交易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25,∝ 6,473,010。 ⒎ 元、现金支付金额

6,0OO,000,000。 OO元 以及 4。刀 元/股的发行价格测算,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发行

数量为 4,O30,%6,BO9股 。

经中国证监会作出的 《关于核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⒛ 16)3161号 )

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中石油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O30,%6,sO9股 。

(三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首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本次交易拟向不超过 10名 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⒛ 个交易口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㈨%,即不

低于 4。

"元
/股。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OO0,OO0,OOO。 OO元 ,且不超过本

次重组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1,%8,佃8,%2股 。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由天利高新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经中国证监会作出的 《关于核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⒛ 16)3161号 )

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8,498,%2股。

根据特定投资者的实际认购情况,并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

发行价格为 6。 16元/股 ,本公司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发行股份 叨4,m5,叨 4股 ,共募集资金 5,”9,叨9,” 9。M元。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本次重组总体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杲,确定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其中部分资

产涉及采用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确定其交易价格。基于中国证监会相关监管规定及

本次重组资产评估情况,本公司与中石油集团于 ⒛16年 9月 25口签订了 《业绩补偿协

议》,就本次重组中采用基于未来收益预期方法进行评估的部分资产明确约定了业绩补

偿安排,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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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业绩补偿期间

本次交易在 ⒛ 16年实现标的资产的交割,中石油集团业绩承诺期为 ⒛16年、⒛ 17

年及 2018年。

(二 )业绩承诺

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确认,中石油集团承诺新疆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数如下 :

公司名称
⒛⒗ 年 2017年 ⒛⒒8年

2,140,133。42 4,041,279。 85 4,89⒒ ,728。 94

2 ∶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39,730,311。 53 41,263,788。 05 46,497,694,02

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评估说明,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业绩知识产权的评估值

按其对所在公司营业收入的贡献折成现值来计算。根据业绩知识产权所在公司在业绩承

诺期预计实现的单体营业收入情况,中石油集团承诺业绩知识产权所在的中国石油管道

局工程有限公司等 17家 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全部单体营业收入简单加总的合计数如

下 :

项 目 承诺营业收入 (元 )

承诺净利润 (元 )

17家 目标公司营业收入

汇″总 40,894,370,979。 12∶  41,896,352,7⒒ 7。 82∶  46,009,470,210。56

双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相关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其

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天利高新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
—

致;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

天利高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业绩承诺期内,未经相

关公司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目标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三 )补偿义务

1、 双方同意,本次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后,如业绩公司在业绩承

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的,中石油集团同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就业绩公司实现净利

润不足承诺诤利润的部分,逐年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

中石油集团当期就业绩公司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

截̈至当期期末业绩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业绩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

业绩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已补偿金额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小于 0时 ,按 0取值,己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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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方同意,本次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后,如业绩知识产权所在

的目标公司自身及其下属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全部单体营业收入简单加总后的金额未能

达到相应承诺营业收入的,中石油集团同意按照协议的规定逐年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

式如下 :

中石油集团当期就业绩知识产权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知识产权所对应

的累计承诺营业收入—截至当期期末业绩知识产权对应的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业绩承诺期

内业绩知识产权对应的承诺营业收入总和×全部业绩知识产权的评估值 已̈补偿金额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小于 O时 ,按 O取值,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3、 就上述中石油集团当期应补偿的金额,中石油集团应优先以本次购买资产所获股

份对价对天利高新进行补偿。 (●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总

数〓中石油集团当期应补偿的金额÷本次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2)上述股份不足以

补偿的,差额部分由中石油集团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所获现金进行补

偿。 (3)天利高新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为: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  (4)中

石油集团就补偿股份数所获得的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向天利高新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5)在计算确定中

石油集团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后,根据协议计算得出的中石油集团需补偿的股份,应

由上市公司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并履行相应内外部程序后 15日 内以 1元总价

回购并注销。

4、 在计算得出并确定中石油集团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后,中石油集团应于收到天

利高新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后 30日 内将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汇入天利高新指定的账

户。

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2018年 ,新疆寰球工程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6,327,“ 1。丐 元,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

司实现净利润 佃,361,116。叨 元;中石油集团承诺业绩知识产权所在的 17家 目标公司在业

绩承诺期内全部单体营业收入简单加总金额 m,411,臼 4,882。 41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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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新疆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净利润

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净利润

H家目标公司营业收入

汇总

承诺数 (元 )

⒒29%

Ⅱ06%

中石油集团承诺的中油工程 2018年度的业绩已经实现。

至此,中石油集团承诺的中油工程⒛16年度起至 2018年度止的业绩己经实现。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19日 批准报出。

差额 (元 )实现数 (元 )

6,327,341。 75

46,497,694。02 ∶      49,36⒒ ,1Ⅱ 6,93

46,009,470,2⒒ 0。56 ∶  50,4119674,882。 4⒒  ∶  4,402,204,67⒒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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