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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

补措施（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4]17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

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出了

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

诺，具体如下：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测算假设及前提条件 

1、 假设本次发行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实施完成。该时间仅用于计算本次

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实际发

行完成时间为准； 

2、 本次发行，按预计发行规模为 14,100.00 万股，最终发行股数以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 

3、 假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0,107.36 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等的影

响； 



 

4、 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

发生重大变化； 

5、 假设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9 年相比分别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①较上期增长 10%；②与上期持平；

③较上期下降 10%； 

6、 未考虑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因素的影响；在测算公司

本次发行前后期末总股本时，仅考虑本次发行对总股本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可能

产生的股权变动事宜； 

7、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预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8、 在预测公司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时，未考虑除拟募集资金总额、净利

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发行对公司即期回报主要财务指标的摊薄影响，不代

表公司对 2020 年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公司测算了 2020 年度不同净利润增长假设条件下本次

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考虑本次发行 考虑本次发行 

期末总股本（万股） 47,274.16 47,274.16  61,374.16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50,107.36 

预计完成时间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情况 1：2020 年净利润较 2019 年度保持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2,669.98 -32,669.98 -32,66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

利润（万元） 
-34,470.41 -34,470.41 -34,470.41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万

元） 
141,540.55 108,870.57     158,97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9% -26.09% -25.25%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1% -27.73% -2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9 -0.67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3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9 -0.67 

扣非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3 -0.71 

情况 2：2020 年净利润较 2019 年度增长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2,669.98 -29,402.98 -29,40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

利润（万元） 
-34,470.41 -31,023.37 -31,023.37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万

元） 
141,540.55 112,137.57 162,244.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9% -23.18% -22.44%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1% -24.62% -2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2 -0.61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66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2 -0.61 

扣非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66 -0.64 

情况 3：2020 年净利润较 2019 年度下降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2,669.98 -35,936.98 -35,9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

利润（万元） 
-33,448.24 -36,793.06 -36,793.06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万

元） 
141,540.55 105,603.57 155,71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9% -29.08% -28.13%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1% -29.88% -2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6 -0.74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8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6 -0.74 

扣非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8 -0.76 

注：对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关

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的要求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中的规定进行计算。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规模和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增加，由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短时间内公司



 

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预计将有所下降，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

险。 

三、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 满足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 

公司拟投资建设新型LNG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常温及

低温LNG船用装卸臂项目、LNG高压直喷供气系统、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

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资金总需求为50,107.36万元。公

司现有资金无法满足项目建设的投资需求，且公司需保留一定资金用于未来日

常生产经营，因此公司需要外部融资以支持项目建设。 

2、 银行贷款融资具有局限性 

银行贷款的融资额度相对有限，且将会产生较高的财务成本。若公司后续

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完全借助银行贷款，一方面将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攀升，加

大公司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较高的利息支出将侵蚀公司整体利润水平，降低

公司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不利于公司实现稳健经营。 

3、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是适合公司现阶段选择的融资方式 

公司业务拓展需要长期的资金支持。股权融资能够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

强财务稳健性，减少公司未来的偿债压力和资金流出，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

略。未来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式投产后，项目效益将逐渐释放，公司盈利能

力将实现稳定增长，逐步消除股本扩张对即期收益的摊薄影响，从而为全体股

东提供更好的投资回报。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

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致力于 LNG 和清洁能源应用，巩固和提升公司现有的市场地位与市场

份额，并着力布局未来的业务增长点，从整体上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

司总体业务的持续增长。 

公司目前积累的资源、技术、客户等优势，将成为支持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建



 

设的有力支撑和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有：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

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LNG 高压直喷供

气系统、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等。其中，新型 LNG 智

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有利于公司实现发展天然气智能装备的战

略规划，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有利于填补国内空白、实现进口替代、

拓展海外市场，是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未来增长点的战略举措，属于公司

现有 LNG 装备制造业务的延伸；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是对公司现有主要产品

之一 LNG 车用供气系统的升级，与原产品相比排放更低、性价比更优、技术门

槛更高，更能满足下游客户和市场的需求，有利于巩固公司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维持乃至扩大市场份额；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是

因为看好燃料电池技术在重卡领域的应用前景，公司作为在 LNG 重卡市场深耕

多年的重要配套供应商之一，需要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上市公司资源抢占先

机，占据产业制高点，从而分享新技术和新兴市场红利，引领市场未来的发展方

向。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能够在公司有效实施横向整合、纵向延伸产业链的同时，

保障日常生产经营的稳步进行，夯实公司资本实力，保持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 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主业紧密相关，是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发展与

升级，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均有较强的竞争力，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

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1、 人才储备 

公司建立了行之有效、完善可靠的组织机构与管理制度，拥有一支实力雄厚

的技术研发队伍，较为齐全的实验分析仪器设备及丰富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经

验，公司拥有技术人员约 180 名，截止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共

获得已授权国家专利超过 215 项，参与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制订工作。积极参与

国家标准 GB50156《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第四次修订及国家能源

局行业标准 NB/T1001-2011《液化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技术规范》等的制/修订工作，

目前正在参与制定《小型液化天然气供应工程设计与施工验收》等 2 项国家标准。 

2、 技术储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企业的灵魂。公司建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江苏省液化天然气应用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省企业院士工作站、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研

发平台。已形成约 10,000 平方米的研究场所，研发平台组建、完善 4 个专业研

发部：（1）液化装备研发部，主要进行撬装式天然气液化成套装备新技术、新工

艺、新装置的研发；（2）气瓶研发部，主要进行 LNG 车用供气系统及液氢供气

系统新技术、新工艺、新装置的研发；（3）阀门研发部，主要进行低温/深冷系

列阀门的研发及相关新技术、新工艺研发；（4）储运装备研发部，主要进行低温

储存系统以及大容积高真空 LNG 运输车新技术、新工艺、新装置的研发。 

3、 市场储备 

公司通过多年的研发创新、市场营销、品牌推广等品牌建设工作，特别是公

司上市之后，公司品牌和产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受到了多数客户的认

可，确立了领先的市场地位。 

富瑞深冷的 LNG 车用供气系统覆盖 150L-1350L 共 30 多种气瓶规格，是国

内最为成熟的 LNG 车用技术产品。公司与重卡整车生产企业（一汽解放、二汽

东风、中国重汽、华菱星马、山西大运、北奔重卡、徐工、上汽红岩等）、客车

整车企业（宇通、金龙、中通、安凯、福田等）建立了战略性合作，并以强大的

研发能力确立了公司在 LNG 气瓶领域的领先优势。 

富瑞重装凭借优良的产品质量和强大的产品制造能力赢得了包括福陆、三

星、现代、瓦锡兰等国际一流企业客户的认可，逐步树立了“富瑞重装”的品牌

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在塔器、厚壁容器以及 LNG 船罐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这是富瑞重装多年积累的成果，对于未来海外订单承接能力有很大的帮助。长隆

装备的 LNG 装卸设备是公司近年来增速最快的业务，装车撬产品的国内市场占

有率很高，新开发的 LNG 装卸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性能优异、成本优势明显、

利润率高，可以实现进口替代并已将市场拓展至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公司依托十多年来在国内市场上取得的业绩和经验，逐步向海外市场拓展，

给客户提供 LNG 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形成了以点扩面的市场策略，积累和开发

了诸如阿根廷伽利略（Galileo）技术公司（该公司率先在南美开展了 LNG 罐式

集装箱海陆联运方式，将身处在亚马逊雨林的天然气资源通过亚马逊河运输至内

陆进行天然气发电）、巴西 Golar LNG 公司、墨西哥最大的 LPG 分销商之一

Gaspasa 公司等合作伙伴，为公司下一步在南美等海外市场推广 LNG 应用的商



 

业模式奠定了基础。 

五、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降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增强对股东利益

的回报，公司拟采取多种措施填补即期回报，具体如下： 

（一） 积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快获得投资回报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项

目、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氢燃料电池车

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等项目，以做大做强公司主业，推动产品转型升

级，提升技术研发实力，开拓国内外新兴市场。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认为其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趋势，若该项目得以

顺利实施，将大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弥补发行对股东收益摊薄的影响，公司

将尽力加快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二）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发行结束后，募集资金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张家港富瑞

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中，公司将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

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

投资决策程序，设计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规范有效地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

控制资金成本，节省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三） 严格执行公司的分红政策，保障公司股东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

司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利润分配政策，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

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机

制和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未来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

回报机制，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四） 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此外，公司将加强内部控制，完

善投资决策程序，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决策效率和盈利水平。公司

将持续提升在管理、财务、生产、质量等多方面的风险监管能力，全面有效地控

制公司经营和资金管控风险。 

综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积极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理规范使用

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采取多种措施持续提升经营业绩，在符合利润分

配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提升对股东的利润分配水平，以提高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

能力，有效降低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

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的规定和精神，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全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 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 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3、 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 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 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 公司未来如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

促使公司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7、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且

本承诺相关内容不能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 



 

8、 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

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特此公告。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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