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300537      证券简称：广信材料    公告编号：2020-081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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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广

信材料”）于2020年12月10日收到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53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完成

了《关注函》之回复。 

对于本回复中相关表格中的数字，如明细数加总与合计数存在细微差异，系

尾差原因造成。 

1.根据你公司披露的公告，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0 月 31日，

东莞航盛净资产分别为-4,259.52 万元、-1,929.55 万元；2018 年 1 月至 9 月、

2019年及 2020年 1月至 10月，东莞航盛净利润分别为-7,179.19万元、1,900.73

万元、-851.26 万元。本次股权出售以 2020 年 10月 30 日作为定价基准日，以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定价依据，同

时参考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最终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1,875 万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的东莞航盛相关审计报告以及

评估报告，详细说明本次评估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的差异

情况及原因。 

回复：本次评估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的差异情况

及原因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较东莞航盛单体口径账面价值的差异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单体） 评估价值 差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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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2）-（1） 

资产基础法 -1,444.39 -1,238.16 206.22 

东莞航盛单体口径账面价值-1,444.39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1,238.16 万

元，增值 206.22 万元。主要增减值原因分析如下： 

①流动资产账面值 1,720.72 万元，评估值 1,731.23 万元，评估增值 10.51 万元，

增值率 0.61%，增值原因主要为：存货中产成品、按市场销售价格扣除相关税费

和合理利润后高于账面价值。 

②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 1,000.00 万元，评估值 660.42 万元，评估减值 339.58

万元。减值原因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均按成本法核算，账面价值未包含子公司

历史年度亏损。 

③固定资产账面值 400.37 万元，评估值 517.02 万元，评估增值 116.64 万元。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企业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经济耐用年限。 

④其他无形资产账面值 0.00 万元，评估值 409.57 万元，评估增值 409.57 万

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本次评估对企业账面未记录的专利及专有技术采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导致评估增值。 

⑤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 55.53 万元，评估价值 64.61 万元，评估增值 9.08

万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长期待摊费用摊余年限短于资产实际尚存收益年限。 

2）收益法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的差异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单体口径所有者权

益账面值 

（1） 

合并口径所有者

权益账面值 

（2） 

评估价值 

（3） 

与单体口径差异值 

（4）=（3）-（1） 

与合并口径差异值 

（4）=（3）-（2） 

收益法 -1,444.39 -1,929.55 1,840.00 3,284.39 3,769.55 

东莞航盛母公司单体口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1,444.39 万元，合并口径归母所

有者权益-1,929.55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 1,840.00 万元，较单体口径账面值增值

3,284.39 万元，较归母股东权益增值 3,769.55 万元。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仅包

含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产历史成本。而收益法评估结论是从企业的未来

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收益法评估价值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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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产的市场价值，还包含了企业在业内通过积

累形成的专利及专有技术、客户资源、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生产、销售、研发方

面的专家职工资源、品牌口碑效应等确指或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

收益法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有较大的增值。 

（2）请说明此前增资与本次转让时点东莞航盛的经营状况、评估值的差异

情况及其原因，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必要性、出售价格低于

前次增资作价的原因，充分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允性、合理性。 

回复： 

此前增资与本次转让时点东莞航盛的经营状况（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10.31 2019.12.31 2019.1.1 

资产总额 79,383,918.13 66,437,280.06 113,588,887.78 

负债总额 98,679,384.11 77,220,173.72 163,379,038.40 

净资产 -19,295,465.98 -10,782,893.66 -49,790,150.62 

项目 2020.1.1-10.31 2019.1.1-12.31 - 

营业收入 78,834,735.61 42,736,674.15 - 

营业利润 -8,773,046.05 1,158,473.13 - 

毛利率 10.95% 15.51% - 

净利润 -8,512,572.32 19,007,256.96 - 

净利率 -10.80% 44.48% -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05,255.40 -34,524,093.70 - 

2020 年 1-10 月东莞航盛的销售收入较 2019 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毛利率、

营业利润较 2019 年均出现大幅度下滑，预计全年亏损严重。 

此前增资时，交易作价系上市公司与东莞航盛原股东方基于双方的商业利益

和战略考量，经反复商谈后形成的投资方案。上市公司投资东莞航盛的判断依据

主要如下： 

（1）当时上市公司长期看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消费电子产品、

动力电池产品还是储能电池产品，都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受国家产业

政策短期调整等因素影响，新能源行业正处于低谷，行业公司估值大幅下降，从

投资的角度来看属于较好的切入时机。东莞航盛受其主要客户影响出现资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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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市公司具有低价取得其控股权的机会，有利于上市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切入新

的业务板块。 

（2）上市公司看好东莞航盛的管理团队。东莞航盛的核心管理人员均为新

能源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市场管理和运营经验，虽然其受客户影响

出现资金短缺问题，但其核心竞争优势并未因此发生变化，上市公司看好东莞航

盛管理团队的经营水平。 

在上述交易背景下，上市公司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东莞航盛审计报告、

东莞航盛管理团队的具体情况、东莞航盛的资金需求及未来盈利预期、同行业公

司的估值变化情况、当时交易的条款设置情况等因素，决定按 1 元/1 元出资额

的价格增资东莞航盛，其交易价格是较为公允的。 

本次转让时，交易作价系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出具的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希沪分审字（2020）0287 号)

（审计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湖南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 1947 号）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湖南

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

第 1947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日，东莞航盛母公司单体口径所

有者权益账面值-1,444.39 万元，合并口径归母所有者权益-1,929.55 万元，采

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果是 1,840.00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结果

-1,238.16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高 3,078.16 万元，差异比例是

248.61%。 

东莞航盛所处行业为电解液行业，公司认为企业的年度的收益可以合理预测，

与企业预期收益相关的风险报酬能估算计量。东莞航盛核心技术团队一直专注于

电解液制造领域，经过多年的研发和积累，在电解液方面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

相较于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企业实物资产投入相对较小，账面值比重不高，

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实物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所具

有的技术优势、产品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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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收益法对于企业未来预期发展因素产生的影响考虑的比较充分，收益

法更能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日，东莞航盛母公

司单体口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1,444.39 万元，合并口径归母所有者权益

-1,929.55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840.00 万元，相较于母公司单体口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增值额为 3,284.39 万

元，增值率为 227.39%；相较于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增值额 

3,769.55 万元，增值率为 195.36%。 

由于本次转让时点与此前增资时的东莞航盛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公司委托相关中介机构对东莞航盛进行了专项审计和评估，依据上述

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基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的战略考量和对东莞航盛的经营

情况、所处行业情况和继续参与可能面临的挑战综合考虑，公司管理层认为出售

此时东莞航盛比继续持有对上市公司更为有利。上市公司出售东莞航盛的判断依

据主要如下： 

（1）东莞航盛由于新冠疫情和上游原材料紧缺等问题，日常经营虽然营收

持续增长但毛利率偏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毛利率、营业利润较 2019 年均出

现大幅度下滑，经公司多方努力与资助，仍未有明显改善。 

（2）东莞航盛上游原材料紧缺和价格暴涨问题短时间内难以缓解，特别是

EMC等部分重要原材料面临现金采购、价格飙升甚至是断供的情况，对东莞航盛

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盈利目标带来较大压力。 

（3）因东莞航盛所处的新能源材料行业资金需求较大，上市公司基于进一

步聚焦 PCB 油墨、UV 固化涂料等光固化领域电子材料主业的战略，难以在新能

源领域继续投入更大资金支持其快速发展。 

（4）东莞航盛涉《深圳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诉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案件[案号：（2020）粤 03 民初 666、667、681 号]》

尚未判决，相关诉讼时间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上市公司造成一定程度的

影响，对其盈利判断与增资时出现较大差异。东莞航盛与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

公司（下称“深圳沃特玛”）与陕西沃特玛新能源有限公司、荆州市沃特玛电池

有限公司、湖南沃特玛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的相互抵销其实质为债权债务

的统筹处理，深圳沃特玛及其子公司的交易都是深圳沃特玛统一指挥，统一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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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对账、统一支付，深圳沃特玛各子公司对东莞航盛的负债实质就是深圳沃特

玛对东莞航盛的负债。若东莞航盛败诉将可能面临原已抵销的债权债务撤销，向

深圳沃特玛支付 53,222,188.91 元的债权。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应该将资源投向更为稳固的专用油墨、专用涂料等主营

业务领域，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和业务布局，减少亏损资产对公司整体利

润的影响，公司拟将东莞航盛 60%股权剥离转让。实施完成后将有利于企业瘦身，

剥离低效资产，优化企业资产结构，聚焦公司主业。 

本次交易定价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东莞

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希沪分审字（2020）0287 号)（审计基准

日 2020 年 10月 31 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广

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涉及湖南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

评报字（2020）第 1947 号）作为定价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东莞航盛母公司单体口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1,444.39 万元，合并口径归母

所有者权益-1,929.55 万元，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在

持续经营前提下，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40.00 万元。 

根据上述报告评估结果，东莞航盛 60%股份权益价值 1,104.00 万元。考虑

到本次是将公司与东莞航盛原股东相关签署的相关约定权益一同转让，可能存在

业绩承诺无法实现时东莞航盛原股东需要以现金或所持东莞航盛股份进行补充

的情形。由于本次转让时点尚在业绩承诺期，无法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业绩补偿情

况做出精确测算。根据前次增资时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及现实情况，东莞

航盛原股东可能需要通过所持股份进行业绩补充的最大值为承诺期初补偿义务

人合计持有的东莞航盛能源股权比例合计共 40%，根据评估报告在持续经营前提

下该部分股份权益价值为 736.00 万元。 

综上所述，根据关于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购买框架协议及补

充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作价 1,875.00 万元高于对应东莞航盛 60%股权权益价值

1,104.00 万元，亦高于考虑到加上可能存在的原股东业绩对赌权益（即东莞航

盛 40%股权权益价值为 736.00 万元）后东莞航盛 100%股权全部权益价值共

1,840.00 万元，该作价是相当公允、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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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你公司前次增资时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东莞航盛原股东黄

继宇、裴祥宇、蒋传政、蒋斌、徐桂有、田秀丽承诺航盛能源 2019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500 万元或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以下简称“扣非前净利润”）的净利润不利于 800 万元，2020 年

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200 万元或扣非前净利润不利于 1,600 万元，2021 年

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500 万元或扣非前净利润不利于 2,000 万元，如未实

现承诺业绩，应以现金或所持东莞航盛股份进行补偿。 

请说明你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出售东莞航盛股权的原因，本次交易完成后

与业绩补偿方相关业绩承诺履行的后续安排，是否涉及承诺变更以及已履行的

程序，本次交易定价是否考虑了东莞航盛预计业绩实现情况以及业绩补偿的影

响、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回复： 

由于本次转让时点与此前增资时的东莞航盛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受疫情影响和上游原材料紧缺价格暴涨、行业资金需求过大等原因加

剧了东莞航盛毛利率下滑和资金需求的程度，其上游原材料紧缺和价格暴涨问题

短时间内难以缓解。公司委托相关中介机构对东莞航盛进行了专项审计和评估，

依据上述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基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的战略考量和对东莞航

盛的经营情况、所处行业情况和继续参与可能面临的挑战综合考虑，公司管理层

认为出售此时东莞航盛比继续持有对上市公司更为有利。 

根据关于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购买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

定，本次转让交易价格包含上市公司所持有的东莞航盛 60%股权以及上市公司依

据《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黄继宏、裴祥宇、蒋传政、蒋斌、徐桂

友、田秀丽等人关于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

资协议》）所享有的在特定情况下要求黄继宏、裴祥宇、蒋传政、蒋斌、徐桂友、

田秀丽进行业绩补偿的权利及《投资协议》中约定一切特殊权益。本次交易完成

后，与业绩补偿方相关业绩承诺履行权益由受让方接收，后续安排由受让方与原

业绩补偿方接洽，上市公司在受让方要求时依据协议，就该业绩补偿承诺的实现

协助受让方与东莞航盛原股东进行沟通，要求东莞航盛原股东履行业绩对赌承诺。 

根据公司前次增资时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东莞航盛原股东黄继宇、

裴祥宇、蒋传政、蒋斌、徐桂有、田秀丽承诺航盛能源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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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500 万元或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以下简称“扣非前净利润”）的净利润不利于 800 万元，2020 年度扣非

后净利润不低于 1,200 万元或扣非前净利润不利于 1,600 万元，2021 年度扣非

后净利润不低于 1,500 万元或扣非前净利润不利于 2,000 万元。若业绩承诺期内

航盛能源未能实现承诺业绩目标，则补偿义务人需采用以现金或所持东莞航盛股

份进行补偿。 

方式一：现金补足。补偿义务人应向广信材料支付现金补偿款，当期补足金

额=当期承诺的扣非后净利润-当期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 

方式二：股份补足。补偿义务人应向广信材料无偿转让其所持有的航盛能源

股权，当期补足的航盛能源股权比例=承诺期初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航盛能源

股权比例*（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

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数-累积已补偿股权比例。 

承诺期初为整个业绩承诺期，即承诺期初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航盛能源股

权比例按 40%计算。上述公式的计算结果若小于 0，按 0取值。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东莞市航盛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希沪分审字（2020）0287 号)（审计基准日 2020 年

10月 31 日），东莞航盛 2020 年 1-10月及模拟 2020 年全年的净利润情况，东莞

航盛预计 2020 年无法完成业绩承诺。 

单位：元 

年度 
扣非前东莞航

盛净利润 

扣非后东莞航盛

净利润 

扣非前归属于

上市公司净利

润 

扣非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净利

润 

2019 年

1-12 月 
19,007,256.96 756,990.18 11,404,354.18 454,194.11 

2020 年

1-10 月 
-8,512,572.32 -10,007,182.66 -5,107,543.39 -6,004,309.59 

模拟

2020 年

全年 
-10,215,086.78 -12,008,619.19 -6,129,052.07 -7,205,171.512 

*注：模拟 2020 年全年数据按照希格玛出具的审计报告数据扣除其他收益、资产

处置损失和营业外收支模拟全年计算。 

此前《投资协议》中的业绩约定为：2020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200

万元或扣非前净利润不利于 1,600 万元。基于此，如按扣非前东莞航盛 2020 年

模拟全年净利润算，按此情况下东莞航盛原股东可能需要采用以现金或所持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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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盛股份进行补偿的预测如下： 

 2020 年度 

当期承诺的净利润（元） 16,000,000.00 

减：当期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元） -10,215,086.78 

     2019 年结转的超出业绩承诺部分的 30% 3,302,177.09 

当期需补足金额（元） 22,912,909.70 

或 

 2020 年度 

承诺期初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东莞航盛股权比例 40% 

乘：（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前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现扣非前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前净利润数 
0.63 

减：累积已补偿股权比例 0 

当期需补足股份 25.35% 

如按扣非后东莞航盛 2020 年模拟全年净利润算，按此情况下东莞航盛原股

东可能需要采用以现金或所持东莞航盛股份进行补偿的预测如下： 

 2020 年度 

当期承诺的扣非后净利润（元） 12,000,000.00 

减：当期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元） -12,008,619.19 

当期需补足金额（元） 24,008,619.19 

或 

 2020 年度 

承诺期初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东莞航盛股权比例 40% 

乘：（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扣非后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数 
1.66 

减：累积已补偿股权比例 0 

当期需补足股份 40% 

由于本次转让时点业绩承诺期尚未结束，无法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业绩补偿情

况做出精确测算。根据前次增资时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及现实情况，在业

绩承诺未完成的情况下，东莞航盛原股东更倾向于采用其所持东莞航盛股份进行

补偿这种对其更为有利的补偿方式。根据估算，补偿义务人可能需要通过所持股

份进行业绩补充的最大值为承诺期初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东莞航盛能源股权

比例合计共 40%。根据上述报告评估结果，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该部分股份权益价

值为 736.00 万元。 

由于东莞航盛 2020 年经营业绩大幅亏损，若上市公司再股权转让时不将相

关股份补偿权益同时转出，上市公司未来可能会在事实上因业绩补偿新增持有东

莞航盛少数股权，该等少数股权仍然会在母公司财务报表层面通过投资收益科目

影响上市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亦即东莞航盛未来年度若持续经营亏损仍然会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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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上市公司在进行本次东莞航盛股权转让时，考

虑到了上述未来可能和风险，为避免东莞航盛长期亏损对公司经营业绩的侵蚀，

决定在本次东莞航盛股权转让时将与东莞航盛原股东相关签署的相关约定权益

一同转让，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由东莞航盛原股东对本次股权受让方履行剩余义

务。 

考虑到本次是将公司与东莞航盛原股东相关签署的相关约定权益一同转让，

可能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时东莞航盛原股东需要以现金或所持东莞航盛股份

向本次股权受让方进行补充的情形。根据上述报告评估结果，东莞航盛 60%股份

权益价值 1,104.00 万元，东莞航盛原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签署的相关对赌协议

可能需要进行业绩补偿的权益最大值为东莞航盛 40%股份权益价值 736.00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 1,875.00 万元高于对应东莞航盛 60%股权权益价值 1,104.00

万元，亦高于考虑到加上可能存在的原股东业绩对赌权益（即东莞航盛 40%股权）

后东莞航盛 100%股权全部权益共价值 1,840.00 万元。 

同时，本次股权受让方还需要采取措施或提供资金保障东莞航盛及其子公司

提前偿还欠上市公司的 1,700.00 万元借款，采取措施或提供资金保证配合东莞

航盛解除上市公司目前为东莞航盛及其子公司债务实际担保余额为 1,900 万元。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定价是考虑了东莞航盛预计业绩实现情况以及业绩补偿

的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3.请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会计处理、预计产生的损益以及对你公司

本期及未来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回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东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希沪分

审字（2020）0287 号）（审计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沃克森（北京）国际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东

莞市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湖南航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 1947 号）为定价依据，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1,875 万元的基础上核算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利

润影响值，相关股权转让产生的投资损益全部计入 2020 年的财务报表中，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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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值（见下表）： 

                                                        单位：元 

交易对价  18,750,000.00  

 减：可持续计算净资产公允价*0.6   -11,131,644.15  

 减：商誉   46,244,503.15  

 投资亏损   -16,362,859.00  

 加：2020 年享有的净利润   -6,417,052.07  

 对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影响   -22,779,911.07  

注：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亦不存在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