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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及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申请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会”）审核通过，并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48 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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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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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文

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自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21 年 3 月 1 日）至本专项说明

及承诺函出具日期间经营业绩变动等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一）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变化情况及原因 

1.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变化情况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 2020 年年度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1024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主要经营数据变动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95,019.62 221,286.65 -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29.19 11,509.46 -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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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1.86 10,069.76 -8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31.38 -7,192.27 -129.85% 

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829.19 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 58.0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31.86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5.78%。 

2. 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变动原因 

2020 年，公司受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经营业绩较 2019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新冠疫情导致劳务人员流动和材料设备采购物流受阻，市场活跃度下降；同时，

疫情导致宏观经济整体下滑，行业上下游供应商、客户资金偏紧张。 

在本次新冠疫情冲击下，公司综合交通服务与旅游综合服务受影响最为明显。

2020 年，旅客出行服务实现收入 18,972.4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4.38%；旅游

综合服务各业务合计实现收入 11,677.1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53%。疫情造

成的地区间的封锁限制了游客的出行；同时为防控疫情，各类运输工具、旅游景

点承载游客量受限，游客数量下降明显。根据各级政府统计数据，2020 年度国

内旅游人数 28.79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 30.22 亿人次，下降 52.1%。2020 年

度湖北省共接待游客 4.37 亿人次，下降 27.8%，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4,379.49

亿元，下降 36.8%。 

（二）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及原因 

1. 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 2021 年一季度报告，主要经营数据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61,759.25 28,633.88 11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7.81 -3,690.05 13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4.63 -3,845.30 1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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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132.44 -12,065.06 449.21%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17.81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135.7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24.6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29.25%。 

2. 公司 2021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变动原因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各主要经营数据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增长，主要系 2020

年同期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2020 年一季度中有近一个半月未营业，对公

司综合交通服务、旅游综合服务业务均有较大的影响；而 2021 年一季度，国内

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公司各板块业务均得以正常开展。另外，

公司子公司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1 年一季度确认土地

一级开发收入 3,968.28 万元，而去年同期无此收入确认。 

（三）发审会后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

风险 

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下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于 2021 年 3 月 1 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发审会前，公司已在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中对“新冠疫情的风险”可能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风险因素做出了提示，具

体如下： 

“九、新冠疫情的风险 

2020 年 1 月以来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

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政府出台并严格执行了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

情防控措施。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是疫情防控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今年 2 月份，日本‘钻石公主’

号游轮上监测出新冠病毒感染者，短短数天内游轮上感染人数迅速增加，‘狭小

空间增加感染风险’的民众认知势必影响游轮旅游行业的景气度。考虑到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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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公司旅游业务仍可能继续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在国内存在反复的可能性，受其冲击，经

济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且影响程度及持续时间均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业

务及行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如新冠肺炎影响持续扩大，

将会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四）发审会后业绩变化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公司 2020 年度与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及以

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主要原因为： 

1．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2020 年，新冠疫情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但随着国内

疫情的有效控制和逐渐好转、市场供需情况的逐渐恢复，公司各项业务逐步恢复

稳定运营。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效执行及新冠疫苗接种的普遍开展，预计新冠

疫情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自身的经营能力与经营环

境未因此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旅游相关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新冠疫情前，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居民对精神生活有更多的追求，

旅游消费持续升温。2015 年至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20 万元增

长至 3.07 万元，全年国内游客从 40 亿人次增长至 60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从

34,195 亿元增长至 57,251 亿元，国内游客人均旅游花费持续增加。虽然旅游相

关行业在本次疫情中受影响严重，但参照非典后国内旅游市场出现井喷现象、中

国旅游业进入快速恢复期的表现，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出行需求的

逐步释放以及行业政策的支持，旅游相关行业将恢复疫情前持续增长的趋势，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五）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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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将用于两坝一峡新型游轮旅游运力补充项目、长江三峡省际度假型游轮旅游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两坝一峡新型游轮旅游运力补充项目与长江三峡省际度假型游轮旅游项目

建成投产后，公司的经营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也将得到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上述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

力都将大幅提高。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将推动公司的资本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总资产及净资产规

模增加，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上升，资产负债率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偿债能

力，优化资本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因此，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截至本专项说明及承诺函出具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公司

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公司对会后事项的自查结果及承诺函 

公司对自通过发审会审核之日（2021 年 3 月 1 日）至本专项说明及承诺函

出具日期间涉及的会后事项逐项自查并作出如下承诺： 

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以及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和律师出具的核查意见中，不存

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 

3. 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 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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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及承诺函之

“一、公司经营业绩变化情况”，上述业绩变化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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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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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 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律师北京康达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亦未发生更换情形。签字保荐代表人、经办律师均未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且未发生更换。 

因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内部工作调整，原签字会计师祁涛变

更为李洪勇，由李洪勇、黄芬负责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本次发行相关

工作。上述签字会计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该变更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 

10.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做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1. 公司及其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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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的潜在纠纷。 

12. 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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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 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 公司在发审会会后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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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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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公司与主承销商承诺将在核准批文有效期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完

成本次发行。 

20. 公司与主承销商承诺在发行时不存在利润分配事项、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事项未实施完毕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发审会后至本专项说明及承诺函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

本次发行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

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发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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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所述重

大事项及其他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且符合《股票

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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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

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规定。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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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及承诺函》之签章页）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