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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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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通讯”、“公司”或者“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3 月 8 日经贵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审核通过，并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取得贵

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2021]829 号）。 

自通过发审委审核后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发行人无贵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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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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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有关规定中所述的可能影响本次

非公开发行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而未予披露的

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情况的说明 

（一）2020 年度业绩变动情况和主要原因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

[2021]00535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变动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93,974.28 72,117.26 3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45.18 -85,113.0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589.28 -81,971.9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35 -3.3705 不适用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同比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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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63,576.95 150,729.44 -5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8.48 -77,556.45 不适用 

注 1：如上年同期（末）为负数,“同比增减”一列填写“不适用”。 

注 2：总资产金额下降主要系出售德景电子及济联京美 100%股权所致。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3,974.28 万元，同比增长 30.31%；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845.18 万元，亏损较 2019 年度减少 59,267.89 万元。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大资产重组和内部组织架构调整等因素影响，

公司生产活动规模较低，为合理保证现金流及保持员工稳定性，公司发生了部分

生产依赖性较弱的智能家居贸易类业务。随着智能家居贸易类业务的开展，公司

营业收入的规模显著增长。该业务产生的收入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

但对当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小，公司对该业务的依赖性低。 

2020 年，公司完成了出售德景电子和济联京美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

保留了智能制造业务的核心资产，有效改善了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2020 年度

上市公司实现净资产转正，亏损额较 2019 年度显著降低，整体业务经营逐步恢

复。公司 2020 年度业绩仍然处于亏损状态的主要原因系：1、新冠肺炎疫情、资

金流紧张导致 ODM、OEM 业务的生产活动规模降低，收入和利润相应减少，同

时公司全年财务费用仍然较高；2、剥离德景电子前的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较高；3、因出售济联京美产生了较高的所得税费用。 

（二）2021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情况和主要原因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1 年一季

度主要经营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3,682.45 22,151.86 -8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28 -8,782.6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21 -8,771.0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5  -0.3478  不适用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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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51,693.47 149,252.62 -6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0.35 -86,396.61 不适用 

注 1：如上年同期（末）为负数,“同比增减”一列填写“不适用”。 

注 2：总资产金额下降主要系出售德景电子及济联京美 100%股权所致。 

2021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82.45 万元，同比减少 83.38%；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5.28 万元，亏损较上年同期减少 8,467.35 万元。 

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公司整体经营环境出现积极改善，围绕智能制造

为核心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在逐步恢复。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主要为

制造业务收入，亏损额较 2020 年第一季度大幅下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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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披露了《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并披露了公

司 2020 年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9

亿元，以及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次发行于 2021 年 3 月 8 日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在发审会

召开前，公司已在公告的《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中，就公司持续亏损的原因、导致经营亏损的主要

因素消除情况、公司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盈利能力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说明，并对

2020 年度持续亏损并暂停上市的可能性、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问题进行回复及

披露。 

综上，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可以合理预计，2020 年

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中预计的数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此外，公司已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中对相关风险已做出如下充分提示： 

“1、宏观经济波动及政策风险 

宏观经济走势直接带动消费需求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正在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保增长、促发展”的粗放型模式向“调结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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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精细化模式转变，长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

选择，但短期内，宏观经济整体增速放缓将是必然趋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汇率等对生产型企业产品研发制造、出口影响明显，均可能对行业及公司发展构

成影响。 

公司所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国家鼓励与重点扶持的行

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电子信息产业调整

和振兴规划》等政策性文件都将该信设备行业的需求放缓，则对通讯产品的需求

增长也可能相应放缓，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行业纳入政策鼓励类范畴。

若未来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产业政策的调整导致通信设备行业

的需求放缓，则对通讯产品的需求增长也可能相应放缓，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产生

影响。 

2、行业竞争风险 

移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竞争激烈，彼此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当订单众多、

自身生产能力不足或者竞争对手的产品具有成本优势时，会将订单或部分生产环

节以外协生产的方式由竞争对手代为生产，但总体而言仍为竞争关系居多。未来，

公司如果在技术和产品研发、品质管控、成本控制、产能匹配等方面不能适应市

场竞争的变化，不能保持服务核心客户的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将面临订单不

足、甚至客户流失的经营风险。 

3、专业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从事智能移动终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业务的发展与公司所拥有

的专业人才数量和素质紧密相关。随着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市场

对技术人才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当前开放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核心技术

人才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若公司的发展和人才政策无法持续吸引和保留发

展所需的技术人才，将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保荐机构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美通讯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保荐书》等申报文件中对发行人业务与经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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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财务风险等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 

（四）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截至 2020 年末的净资产转正，2020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转正，业

绩亏损额同比显著降低，但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主要原因为：

1、新冠肺炎疫情、资金流紧张导致 ODM、OEM 业务的生产活动规模降低，收

入和利润相应减少，同时公司全年财务费用仍然较高；2、剥离德景电子前的应

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较高；3、因出售济联京美产生了较高的所得税费用。 

目前，公司已完成出售德景电子和济联京美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有效改善

了公司资产状况和资金流动性，公司围绕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在逐

步恢复。随着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新冠疫情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将逐

渐消除，2021 年一季度业绩也已向好。此外，发行人完成此次非公开发行后，

货币资金和净资产状况预计将得到改善，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因此，发行人 2020 年度和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及以后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560.01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1 京美电子智能终端生产线智能化项目 6,776.43 6,776.43 

2 国美通讯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1,367.71 1,367.71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8,415.87 8,415.87 

合  计 16,560.01 16,560.01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

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

金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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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置

换。 

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智能终端生

产线智能化项目的实施，公司可以强化智能终端产品研发、集成和制造的优势，

保持公司在 ODM、OEM 及行业终端业务领域的竞争优势，并实现技术领先、自

主可控的智能移动终端一体化产业链。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公司的净资产将得以提升，财务

费用将有所降低，持续经营能力将得以增强，本次发行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保

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重要举措。因此，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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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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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 

二、会后事项说明及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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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情况如下：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1]00535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

人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2、发行人没有出现影响发行新股的情形。 



 

 
7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异常变化。公

司 2020 年度业绩情况说明详见本承诺函之“一、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情况的说

明”，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变动不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5、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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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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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非公开发

行申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分别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2021 年 3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蓝盾信息

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中，函证程序执

行不到位等事宜出具了《关于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张晓辉、熊玲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2021]16 号），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注册会计师张晓辉、

熊玲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目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上述事项制

定相关整改措施，加强相关业务流程监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本次发行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与上述事项无关，未

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上述事项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除上述情况外，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审计机构和律

师事务所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做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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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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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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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在发审会会后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自通过发审委审核后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媒体质疑的

报道。 

1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时发行人不存在利润分配未实施完毕、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事项未实施完毕等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不存在可能影响

本次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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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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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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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特此承诺。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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