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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者“亨通光电”）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

称“发审会”）的审核。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领取了《关于核准江苏亨通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15 号）。亨通光电

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本公司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

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等相关文

件的要求，就自发审会审核通过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的会后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一）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原因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154.70 亿元，同比增加 0.38%；净利润为

4.30 亿元，同比下降 39.37%。相比 2019 年上半年，2020 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减

少 2.79 亿元，主要原因是营业毛利减少 2.50 亿元，其中光网络与系统集成毛利

减少 5.09 亿元。 

光网络与系统集成业务板块的毛利下降仍然是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最

主要因素。2019 年以来光纤光缆供需关系失衡，运营商光纤光缆集采价格大幅

下降，而 2019 年上半年光纤光缆产品仍然执行以前年度的较高集采价格，因此

与 2019 年度业绩下滑情况相仿，受运营商光纤光缆集采价格下跌的影响，2020

年上半年光网络与系统集成业务板块毛利下降明显。 

（二）业绩下滑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

示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通过了发审会的审核。发审会前公

司已披露 2019 年和 2020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公司 2019 年业绩与 2018 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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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减少 21.06 亿元，下降 6.2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11.69

亿元，下降 46.19%；2020 年第一季度与 2019 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减少 8.53

亿元，下降 12.5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2.23 亿元，下降 48.89%。

公司已在发审会前出具的《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回复》和《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

的回复》中就上述业绩下滑情况作了充分披露，受光纤光缆行业不景气影响，公

司光网络与系统集成业务板块的毛利下降是 2019年及2020年一季度业绩下滑的

最主要因素。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154.70 亿元，同比增加 0.38%；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3 亿元，同比下降 39.33%。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与 2019

年及 2020 年一季度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相同。 

上市公司已在《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之“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六、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之“（三）市场竞争风险”和“（四）产业政策变

动风险” 中进行了充分风险揭示。 

因此，本次业绩下滑在发审会前可以合理预计，相关风险已在发审会前进行

了充分的风险揭示。 

（三）业绩下滑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光纤光缆需求正在逐步恢复 

（1）国家政策推动 5G 建设提速 

2020 年初至今，中央政治局、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多次强调 5G“新基建”

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多次发文要求加快推动 5G 网络建设，发挥 5G 建设

对宏观经济的投资拉动，以及基于 5G“新基建”带动相关信息消费等新兴产业

的发展。 

（2）运营商投资加码 

5G 建设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未来三年都将会是 5G 持续部署的阶段，2020

年国内三大运营商也大幅增加了 5G 资本开支，5G 建设对光纤光缆的需求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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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行业进入一个增长期。 

（3）5G 建设和流量持续增长有望带动未来固网投资 

2019 年固网相关投资出现较大下滑，但随着 5G 的持续发展，以及家庭宽带

提速的持续深化，网络基础设施的持续进步将带动超高清视频、VR/AR、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等大量新应用蓬勃发展，有望推动网络流量持续快速增长，从而带动

以网络设备-光纤光缆-光模块为核心的固网投资稳步提升。 

2、智能电网传输和海洋电力通信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近年来随着以特高压为主的电网建设提速和国家海洋战略的推进，相关产品

服务需求旺盛，公司持续强化相关领域的市场地位和服务能力，智能电网传输和

海洋电力通信板块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均持续提升。未来，得益于国内“新基建”

的投资、以特高压为主的电网建设再次提速、国家海洋战略加速推进、海洋通信

与海上风电建设迅猛发展，公司在能源互联和海洋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具有较好

的发展前景。 

综上，光纤光缆行业作为国家通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5G 建设的提

速，公司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将受益于国内光纤光缆需求的逐步恢复；同时，公司

能源互联和海洋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因此，本次业绩下滑不会对发行人当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业绩下滑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光纤光缆行业短期不景气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PEACE 跨洋海缆通信系统运营项目 

PEACE（Pakistan & East Africa Connecting Europe）跨洋海缆通信系统运营

项目为建设并运营一条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海底光缆系统。PEACE 海缆系

统全程 15,800 公里，将连接 3 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其主干将在巴基

斯坦、吉布提、埃及、肯尼亚、南非、法国登陆，是一条连通亚欧、亚非、非欧

经济走廊的重要通信骨干。 

当前，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 ICT 产业的快速发展，

全球数据量快速增长，全球各方对信息连接的需求不断提升。据市场研究调查机

构 IDC 预计，全球数据总量预计 2020 年达到 47 个 ZB，2025 年达到 163 个 ZB。 

PEACE 海缆系统将为亚洲、非洲、欧洲互联提供一条全新的信息高速公路，



1-4 

PEACE 海底光缆将在巴基斯坦的登陆点实现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对接，通过中巴

经济走廊的陆地光缆资源，实现到中国国内的互联互通。亚、非、欧三大洲人口

总数量超过全球的 80%，PEACE 海缆直接、间接登陆的亚、非、欧区域人口总

和更是将近 20 亿。未来随着亚洲及非洲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实施，将极大带动 PEACE 海缆系统沿线国家的国际通信需求。 

该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前期国内光纤光缆供需关系失衡的因素不会对

该项目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2、100G/400G 硅光模块研发及量产项目 

100G/400G 硅光模块研发及量产项目将建成 4 条 100G 硅光模块生产线，2

条 400G 硅光模块生产线，全部建成达产后各产品产能为年产 120 万只 100G 硅

光模块，60 万只 400G 硅光模块。 

光模块应用领域可分为电信市场与数通市场，该项目生产的 100G/400G 硅

光模块主要为数据通信用的光模块。谷歌、亚马逊、微软、Facebook、阿里巴巴、

百度、腾讯为全球 7 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其他还包括苹果、IBM、Twitter、LinkedIn

和 eBay 等，全球主要的高速数据通信用光模块需求来自这些客户。 

近年来随着工业水平进步、互联网发展，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数

据生成、处理、存储的需求不断增大，数据交互量快速增长，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等产业发展迅速。根据 Cisco 预测，到 2021 年，全球数据中心 IP 流量将

从 2016 年的 6.8ZB 上升到 20.6ZB，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 25%。 

根据 Cisco 的预测，2016-2021 年超级数据中心数量增长迅速，数量将从 2016

年 338个增长至 2021年的 628个，分布的区域主要为北美和亚太地区。根据Ovum

数据，2017 年全球数据通信用 100G 光模块市场规模在 20 亿美元左右，预测到

2022 年，全球数据通信用 100G/200G/400G 市场规模将达到 67 亿美元，复合增

速为 27%。根据 Light Counting 数据，到 2023 年，中国市场光收发模块的市场

规模会从 2017年的 16亿美元增长到 35亿美元。中国光模块的消费量预计在 2018

年到 2023 年期间将迅速成长。 

此外，自 2020 年 2 月以来，政府在部署疫情防控及经济工作时，不断强调

要加大新基建的投资与建设力度。2020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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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工信部召开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推进会，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强调，

加快全光纤网络、5G 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企业内网改造升级和对外联通，构建

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立多层级全覆盖的网络安全

保障体系，切实增强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安全可控水平。 

新型基础建设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领域。

其中，数据中心作为算力基础设施被纳入信息基础设施范畴。随着政府对新基建

的定调落地，未来我国数据中心建设将提速。 

未来数据中心建设将带动光模块产品需求，前期国内光纤光缆供需关系失衡

的因素不会对该项目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次业绩下滑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审计机构认为：亨通光电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

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会后事项专项说明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自发审会审核通过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没有为本公司出具过审计报告。 

2、不存在影响本公司发行证券的情形。 

3、本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本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 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为 154.70 亿元，同比增加 0.38%；净利润为 4.30 亿元，同比下降 39.37%。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与 2019 年及 2020 年一季度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相

同。2019 年以来光纤光缆供需关系失衡，运营商光纤光缆集采价格大幅下降，

而 2019 年上半年光纤光缆产品仍然执行以前年度较高的集采价格，因此受运营

商光纤光缆集采价格下跌的影响，2020 年上半年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本公司光

网络与系统集成业务板块毛利下降明显。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本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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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本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

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佳伟、缪晏）、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签字会计师（谢骞、陈昌平、赵洁、周慧）、律师事务所（安

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司慧、万晓宇）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发

生更换。 

10、本公司未出具盈利预测报告，不存在公司盈利状况与盈利预测趋势不相

符的情形。 

11、本公司及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证券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本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本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本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本公司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

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本公司自发审会审核通过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没有发生《关

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股票发行审核

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

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所述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在此期间本公司亦不存在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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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

承诺函》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尹纪成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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