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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22年 12月 28日签署：

甲方：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法定代表人：脱利成

乙方一：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85号

法定代表人：王彤宙

乙方二：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胡国丹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乙方一和乙方二）各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鉴于：

1． 祁连山拟将持有的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与中国交建持有的公

规院 100%股权、一公院 100%股权、二公院 100%股权和中国城乡持有的西南院

100%股权、东北院 100%股权和能源院 100%股权（以下合称“置入资产”）中

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不足置换的差额部分由祁连山以向中国交建及中国城乡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各方已就此签署了《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城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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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置入资产中部分资产以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为保证甲方及甲方

全体股东利益，乙方愿意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

的监管意见就置入资产中以收益法评估作价的资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业绩承诺补

偿期的业绩作出承诺，并在该等承诺业绩不能实现时对甲方进行补偿。

为此，各方经协商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前述业绩补偿

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本协议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定义相同。

第二条 业绩承诺资产及作价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规定，业绩承诺方需要

对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拟购买资

产进行业绩承诺，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中有如下公司以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标的公司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公司

公规院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中交（邹平）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中交（济南）生态绿化投资有限公司

一公院
西安众合公路改建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交一公院（深圳）

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二公院 ——

西南院 四川中交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东北院 监利泽润水处理有限公司

能源院 ——

因此，双方确认本次业绩承诺资产的范围及作价如下：

业绩承诺资产 业绩承诺资产范围 交易作价（万元）

公规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交（邹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交（济

南）生态绿化投资有限公司后的全部资产负

693,6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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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资产 业绩承诺资产范围 交易作价（万元）

债（合并口径）

一公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西安众合公路改建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中交一公院（深圳）环境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后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616,071.00

二公院
业绩承诺资产

二公院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677,984.59

西南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四川中交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后的全部

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226,208.15

东北院

业绩承诺资产

剔除监利泽润水处理有限公司后的全部资产

负债（合并口径）
87,648.95

能源院
业绩承诺资产

能源院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并口径） 12,013.61

第三条 业绩承诺期间

3.1 各方同意，本次重组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交割日后连续三个

会计年度（含置入资产交割日当年度）。

3.2 乙方确认，如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于 2023年交割，则置入资产的业绩承诺期间

为 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如置入资产于 2024年交割，则置入资产的业绩

承诺期间为 2024年、2025年及 2026年。如置入资产交割完毕的时间延后，则

本协议项下业绩承诺期间随之顺延，总期间为三个会计年度。

第四条 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4.1 预测业绩指标

预测业绩指标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就置入资产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4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5号《甘

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

兴评报字（2022）第 1516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

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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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7号《甘肃祁连山水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国市政工程

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22）第 1518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1519号《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涉及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合称“《评估报告》”）

中所列示的预测净利润为准。根据《评估报告》，于 2023 年至 2026 年，各项

业绩承诺资产预计实现如下净利润（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持有的业绩
承诺资产

预测净利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中国交建

公规院

业绩承诺资
产

46,409.95 49,787.29 52,410.73 54,481.36

一公院

业绩承诺资
产

43,022.48 42,761.39 43,925.73 43,982.40

二公院
业绩承诺资

产

43,489.74 45,516.16 47,505.04 49,281.19

中国城乡

西南院
业绩承诺资

产

12,726.93 13,722.90 14,726.88 14,748.71

东北院
业绩承诺资

产

5,663.56 6,513.09 7,574.73 8,029.21

能源院
业绩承诺资

产

772.98 1,004.73 1,030.08 1,051.84

4.2 承诺业绩指标

根据上述预测净利润，乙方承诺每项业绩承诺资产于业绩承诺期间实现如下业

绩指标（以下简称“承诺业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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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业绩承诺资产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指业绩承诺资

产经审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不低于当年年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预测净利润，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累计承诺净利润

业绩承诺资
产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3 年交
割的承诺
净利润

公规院
业绩承诺资

产
46,409.95 96,197.24 148,607.97 -

一公院
业绩承诺资

产

43,022.48 85,783.87 129,709.60 -

二公院
业绩承诺资

产

43,489.74 89,005.90 136,510.94 -

西南院

业绩承诺资
产

12,726.93 26,449.82 41,176.70 -

东北院

业绩承诺资
产

5,663.56 12,176.65 19,751.38 -

能源院
业绩承诺资

产
772.98 1,777.71 2,807.79 -

2024 年交
割承诺净

利润

公规院
业绩承诺资

产
- 49,787.29 102,198.02 156,679.38

一公院
业绩承诺资

产

- 42,761.39 86,687.11 130,669.51

二公院
业绩承诺资

产

- 45,516.16 93,021.20 142,302.39

西南院

业绩承诺资
产

- 13,722.90 28,449.78 43,198.48

东北院

业绩承诺资
产

- 6,513.09 14,087.82 22,117.03

能源院
业绩承诺资

产
- 1,004.73 2,034.81 3,086.65

4.3 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异及补偿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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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方同意，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审计机构对

各业绩承诺资产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审核，分别计算每一项业绩承诺资产于业

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2）各方确认，如任何一项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累计实现的净

利润未达到本协议第 4.2 款约定的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承诺业绩指标，则持有

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乙方需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对甲方进行

补偿。

4.4 业绩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业绩承诺期间，发生本协议第 4.3款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补偿责任的情形，

乙方按如下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1）乙方应优先以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甲方的股份向甲方补偿，股份不足以补

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补偿。

（2）业绩承诺期间乙方应补偿金额及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

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

期间内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承诺净利润的总和×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在

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交易对价－截至当期期末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累计已补

偿金额

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当期

应补偿金额÷本次重组的每股发行价格。

如乙方持有的多项业绩承诺资产未达到承诺业绩指标，则乙方当期合计应补偿

金额、当期合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分别为，未达标业绩承诺资产按照上述公式计

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之和、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之和。

如果祁连山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事项，则补偿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如

果祁连山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按照本条约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

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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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乙方于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则其应进一步以现金进行补偿，

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现金＝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重组的每股发

行价格。

（4）上述补偿按年计算，截至任一承诺年度年末任一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

期间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年度年末在业绩承诺期间的累计承诺净利

润时均应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补偿，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

份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抵销。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

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股的方式进行

处理。

4.5 减值测试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甲方将对每一项业绩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分别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甲方应聘请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

业绩承诺期间某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已补

偿股份总数×本次重组每股发行价格＋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现金，

则乙方应当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另行向甲方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如下：

另需补偿的金额=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乙方已就该项业绩承诺资

产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该项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为乙方就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在本次重组中取得

的交易对价减去期末该项业绩承诺资产可比口径评估价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

限内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另需补偿的金额÷本次重组的每股发行价格。

如果祁连山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事项，则补偿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调

整后）=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如果祁连

山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按照本条约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业绩

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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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应优先以股份另行补偿，如果乙方于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股份不足补偿，则

其应进一步以现金进行补偿。

4.6 乙方一和乙方二就其持有的业绩承诺资产因上述未实现承诺业绩指标或期末发

生减值等情形而需向甲方支付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的，应分别进行计算并独立

承担责任，乙方之间不承担连带责任；乙方一和乙方二向甲方支付的股份补偿

及现金补偿合计分别不超过乙方一和乙方二就业绩承诺资产在本次重组中就各

自所持业绩承诺资产享有的交易对价。

第五条 补偿措施的实施

5.1 如发生根据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乙方须向甲方进行补偿的情形，甲方应在审计

机构对业绩承诺资产的实际业绩情况或相应资产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之日起 60日内计算应补偿股份数、书面通知乙方，并由甲方发出召开上市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甲方以人民币 1.00元总价

向乙方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予以注销。

5.2 若甲方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

关债权人同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乙方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个月内，

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出股份数量，并将相应股份赠送给甲方其他股东（“其他股

东”指在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

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持有者），具体计算公式如下：乙方应赠送给其他股

东的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乙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偿股份数）/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甲方其他股东各自按

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甲方其他股东合计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的比例享有上述

乙方应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

5.3 自乙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乙

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

5.4 乙方承诺对于拟在业绩承诺期间用于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股份，将保证该等股

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

押该等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补偿约定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

人作出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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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如果乙方须根据本协议约定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的，甲方应在审计机构对业绩

承诺资产的实际业绩情况或相应资产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 60日内

确定乙方当期应补偿的金额，并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将当期应补偿的现金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第六条 不可抗力事件

6.1 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受不可抗力影响一方不能合理控制的，无法预料

或即使可预料到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并于本协议签订日之后出现的，使该

方对本协议全部或部分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的任何事件。此等事件包括

但不限于水灾、火灾、台风、瘟疫、地震、罢工、暴乱及战争（不论曾否宣战）

以及国家法律、政策的调整。

6.2 提出受到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书面形式将不

可抗力事件的发生通知另一方。提出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对本协议的履行在客

观上成为不可能的一方，有责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消除或减轻此等不可抗力事

件的影响。

6.3 任何一方由于受到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需对业绩承诺补偿及减

值补偿进行调整的，应当以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或法院判决认定为准，除此

之外，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不得进行任何调整。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严重失实或有误，则该方应

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7.2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

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八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8.1 本协议的签署、解释和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8.2 依本协议而进行的合作有以下前提：各方需遵守祁连山及中国交建上市地的法

律法规以及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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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以及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上交所、联交所之要求），如需要时，一方需向其股东

作出有关披露或取得股东批准，其他方应予以配合。

8.3 各方因本协议的签署、交付或履行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

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予以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

局的，并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8.4 除有关产生争议的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

性或继续履行。

8.5 本协议无效、被撤销或终止的，不影响本协议中独立存在的本法律适用及争议

解决条款的效力。

第九条 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9.1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各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9.2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修改或补充，须经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协议，该等书面协议

应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3 本协议各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解除，则本协议同时

解除。

9.4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各方一致书面同意，可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本协议自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全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日或甲、乙各方一

致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终止。

第十条 其他

10.1 本协议有关信息披露及保密义务及通知等条款，适用本协议各方签署的《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

10.2 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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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本协议一式拾贰份，各方各执贰份，其余报送政府有关部门用于办理相关审批、

登记或备案手续，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签署页）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签署页）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签署页）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