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通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对通宇通讯 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83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通宇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采

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 万股，每股价格人民币 22.94 元。截至 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8,2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

荐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77,041,82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1,158,180.00 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

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6】4837000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6 年 6 月 20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广东

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将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增加为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中山

市通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2016 年 7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金额共计人民币 10,154.26 万元，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截止 2016 年 7



月 19 日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0,154.2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资

总额（万元）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万元） 
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1 基站天线产品扩产项目 20,253.34 11,415.84 56.37%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80.00 5,021.46 100.83% 

3 
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 
3,000.00 601.03 20.03% 

4 射频器件产品建设项目 8,897.87 1,738.05 19.53%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3,984.61 23,984.61 100.00% 

合计 61,115.82 42,760.99  

“基站天线产品扩产项目”、“射频器件产品建设项目”受行业技术变革影响，

特别是新一代 5G 技术的发展，不断对研发、生产布局提出新的要求，公司从审

慎角度出发，本着务实推动项目建设为目的，导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小。

“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因海外宏观市场环境因素变化，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削减不必要的网点租金、设备以及运营费用支出，同时着力攻克重点市场，

导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小。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通信网络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受通信行业周期性波动及国内 4G 通信

网络进入建设末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的资本开支连年

持续下滑，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异常激烈。在 5G 尚未产业化、4G 投资进入末期

的情况下，公司所在行业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原募投项目的市场需求

减少，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综合考虑了市场需求、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权益，公司决定终止实施原募投项目的投资，并将“基

站天线产品扩产项目”、“射频器件产品建设项目”、“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账户资金余额人民币 19,622.09 万元（含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225.80

万元）用于新募投项目“5G 移动通信基站天馈系统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

下简称“新募投项目”）。新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是对现有生产厂房中利用新

的生产设备升级基站天线及射频器件产品生产线，以应对未来 5G 时代的产品需

求。实施主体为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



区东镇东二路 1 号 。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金额占公司 2016年度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 28.51%，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32.11%。本次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基站天线产品扩产项目 

“基站天线产品扩产项目” 投资总额为 22,356.9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为 20,253.34万元，主要包括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4,272.12万元、预备费 808.80

万元和流动资金 5,172.42 万元。本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建设完成后实现新增

基站天线产品产能 25 万套/年。根据测算，项目建设第 2 年可实现新增生产能力

的 55%，第 3 年新增生产能力的 80%，第四年达到新增生产能力的 100%。预计

项目达产后正常满负荷生产年均销售收入为 40,000.00 万元，利润总额为

10,428.51 万元，年均净利润为 8,864.24 万元。 

截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1,415.84 万元，剩余募集

资金余额为 9,592.46 万元（含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754.96 万元），完成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的 56.37%。 

2、射频器件产品建设项目 

“射频器件产品建设项目” 投资总额为 12,073.02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为 8,897.87 万元，主要包括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6,780.46 万元、预备费 645.52

万元和流动资金 1,471.89 万元。本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建设完成后实现新增

射频器件产品产能 10 万套/年，其中定制件 3 万套/年，标准件 7 万套/年。根据

测算，项目建设第 2 年可实现消化新增生产能力的 55%，第 3 年消化新增生产能

力的 80%，第四年达到消化新增生产能力的 100%。预计项目达产后正常满负荷

生产年均销售收入为 11,500.00 万元，利润总额为 2,546.27 万元，年均净利润为

1,909.71 万元。 



截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738.05 万元，剩余募集资

金余额为 7,615.85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 456.03 万元），完成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的 19.53%。 

3、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拟在现有国外营销网络的基础上，通过

本项目扩建印度、美国、巴西和瑞典 4 个营销与服务网络，新建日本、阿联酋，

新加坡，墨西哥、西班牙、俄罗斯和南非等 7 个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以进一步

扩大产品在国外的销售规模及影响力。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的建设包括办公场地

的租赁与装修、客户体验与培训中心以及购置售后服务装置等，建设时间为 18

个月，按照分期分区域、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建设。 

截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601.03 万元，剩余募集资

金余额为 2,413.78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 14.81 万元），完成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的 20.03%。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受通信行业周期性波动及国内 4G

通信网络进入建设末期影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的资本

开支连年持续下滑，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异常激烈。考虑到目前通讯市场的发展趋

势，在 5G 尚未产业化、4G 通讯网络建设进入末期的情况下，原募投项目的市

场需求减少，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综合考虑了市场需求、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权益，公司决定终止实施“基站天线产品扩产项目”、

“射频器件产品建设项目”、“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并实施新募投项

目“5G 移动通信基站天馈系统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新募投项目“5G 移动通信基站天馈系统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是对现有

的基站天线和射频器件进行扩产，在现有生产厂房中利用新的生产设备升级现有



产品生产线。本项目总投资 19,655.46 万元，主要包括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4,588.00

万元、预备费 729.40 万元和铺底流动资金 4,338.06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为 19,622.09 万元，剩余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项目建设期 18 个月。 

经测算，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新增 5G 基站天线 5 万副、射频器件

40万套，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每年新增收入 44,144.65万元，新增净利润 4,397.67

万元。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3.37%，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24 年（含

建设期），税后财务净现值为 1,590.52 万元，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多项政策和规划促进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如《关于

实施“宽带中国”2015 专项行动的意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信息

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均明确了推进国内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

加强对移动通信技术和产品的支持。随着 5G 的到来，全球和我国基站设备的建

设和更新换代将大幅增长，根据国信证券研究所的预测，5G 的基站天线规模约

是 4G 的 4.5-8 倍，对应全球市场规模为 5,000-9,000 亿人民币。国家产业政策的

支持和未来的广阔前景为公司实施新募投项目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和市场保证。 

（2）技术支持 

公司是国内较早涉足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的企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

身研发实力的提升，不断进行产品和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公司已取得 63 项

发明专利、395 项实用新型专利、92 项外观设计专利。公司一直重视技术研发队

伍的建设和技术研发的投入，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拥有技术人员超过 400 人，

核心技术人员吴中林、刘木林、高卓锋、石磊等均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突出的

业务成果；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9 月，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 8,757.14 万

元、10,142.64 万元和 8,189.78 万元，为实施新募投项目提供了有利的技术储备

和技术保障。 

（3）营销渠道支持 

在国外，公司分别在印度、美国、巴西和瑞典建有 4 个办事处，主要负责国

外相关区域内的市场开发与拓展、技术服务以及相关产品需求信息的反馈等工



作，并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在国内，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营销和服务网络

体系，在多个省市设有办事处负责本地市场拓展、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工作，

各办事处的设立提高了公司在各通信运营商省级公司的覆盖，为运营商提供了实

时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保障，并通过强化与通信运营商的沟通，了解客户未来

发展规划及技术服务的需求并及时反馈给公司技术部门以满足产品开发需要，扩

展了营销广度和深度。 

3、项目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 

国家通信产业政策直接影响到移动通信运营商和集成商的资本支出和设备

采购，从而影响公司产品的销售。如果国家通信产业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移

动通信运营商和集成商减少设备采购，势必会对公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造成不利

影响，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公司产品大量出口，国外主

要客户包括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受到全球通信产业发展的影响。 

（2）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风险 

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不同的通信技术标准对产品的技术

和性能有着不同的要求，如果公司不能跟上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及

时根据市场调整研发策略和方向以适应客户需求的变化，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较大不利影响。                                                  

（3）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公司目前已掌握多项核

心技术，并凭借快速的研发反应能力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在国内外市场上形成

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如果未来公司出现核心研发人员大幅流失，将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4、本项目投资内容及规模调整的审批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取得新募投项目所需的土地，但尚未完成项

目备案和环评批复，若未来无法如期取得各项备案批复文件，将对募投项目的建

设进度或实现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审批工作，并



与主管部门保持良好沟通，尽快推进项目相关的审批手续办理。 

5、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系根据上市公司战略定位及实际业务发展所作的优

化调整，真实反映了上市公司不断夯实、提升主营业务的需要，且综合考虑了现

有业务规模、财务状况等因素，与上市公司现有经营规模和财务状况相匹配。 

上市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

有效。 

6、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将

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后，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通讯行

业的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和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已出具了同意意见，且公司将就此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履行程

序完备、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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