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项目 

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或茶花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茶花股份本次

非公开发行已于 2022年 5月 23日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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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2年 5 月 30日提交

了电子化封卷申报文件。2022 年 6 月 14 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发行人公告其已收到中国证监会

印发的《关于核准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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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本所就发行人自前次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出具日（2022年 8 月 18日）起

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止（以下简称相关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慎核查，说明

如下： 

 

一、发行人 2022年 1-9月业绩变动情况及说明 

 

(一)发行人 2022 年 1-9 月业绩变化情况及主要原因 

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行人

2022年 1-9月主要财务数据及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9月 2021年 1-9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49,764.02 59,928.85 -1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1.96 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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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87 -471.89 不适用 

〔注：发行人 2021年 1-9月、2022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2 年 1-9月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49,764.0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滑 16.96%，

主要原因为：2022 年上海、吉林、广东等地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受疫

情防控政策导致的物流不畅、仓储不便等影响，当地及周边客户无法顺利开展生

产经营，导致发行人的经销渠道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 22.06%；此外，发行人 2022

年 1-9月对电商渠道产品销售品类进行了优化，导致电商渠道收入较上年同期下

滑 28.86%。发行人 2022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41.9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050.30万元；发行人 2022年 1-9月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84.8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

少 612.98 万元，主要原因为：2022年 1-9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

16.96%，同时，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滑 5.25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毛利

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为：随着首发募投项目投产，公司储备了相应的产线人员，但

是销售因市场疲软，未随之增长，公司产能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直接人工费用

同比增长 5.72%；单位产品折旧摊销以及其他固定制造费用分摊增加，导致单位

制造费用同比增长 16.39%。 

 

(二)业绩变动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2年 5月 23日经发审会审核通过。发审会前，

发行人已在 2022 年 5 月 10 日披露的《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中作出了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主要使用塑胶原材料。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成本中塑胶原材料成本

占比超过 50%。报告期内，上述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是导致公司产品成本变动的

主要因素之一，其价格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报告期内受石

油价格波动的影响，上述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若未来原材料价格持



 

续大幅上涨，而公司未能及时向客户转嫁原材料成本持续增加的压力，将可能存

在产品毛利率下降，业绩下滑的风险。 

人工成本上升的风险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劳动力素质逐渐改善，员工工资水

平持续增长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

了劳动力紧缺的情形，对生产、制造、施工类企业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公司

所从事的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特征，也存在着由于用工紧张导致公司人

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一方面，公司需要积极开发新产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

竞争力及附加值；另一方面，公司需要不断进行生产线改造升级，提高生产的自

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以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对公司未

来业绩产生的不利影响。 

市场竞争风险 

日用塑料制品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国内生产厂商众多，行业集中度

低，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在产品设计和产品品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日用塑

料制品的规模化生产要求生产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和资金实力，有较高的行业进

入门槛，但随着国内外日用塑料制品企业加大在我国国内市场的投入，将使日用

塑料制品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可能导致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对公

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风险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国民

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大。公司实施多项措施，在保证公司员工身体健康的同时

积极促进正常生产经营，将疫情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为配合全国范围

内疫情防控政策，公司上下游企业的生产、采购计划也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产品

运输也受到一定限制。截至目前，国外疫情仍处于蔓延状态，全球疫情及防控尚

存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防范境外输入压力较大。如国内及全球疫情无法在短期内

缓解，未来疫情防控措施再次收紧，或因疫情发展导致上下游企业业务开展受限，

将会影响相应期限内公司的生产经营，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短期经营业绩，公司

短期经营业绩存在下滑的风险。 

业绩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6,883.64 万元、4,067.96 万元和-2,045.55



 

万元。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虽然 2020年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地

方政府出台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但因疫情对终端零售

业的影响较大，受此影响，公司 2020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大幅下降，2020年下

半年销售恢复正常，但是全年业绩受到拖累。2021 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销

售费用以及辞退福利增加影响，公司净利润显著下降。” 

 

(三)业绩变动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2 年不断反复，居民消费水平有所下降，给发行人销售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随着连锁商超业态发展到顶峰后遭遇增长瓶颈，加上

消费者消费购物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电商及各种业态的新零售已加速分

流传统商超的份额，社会商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和碎片化，这

也持续地给发行人原本的经销模式带来了冲击。为了应对不利的市场环境，发行

人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努力保持销售平稳发展：(1)将重要的 KA商超转为公司自

营，由公司对接和服务客户，2022 年 1-9 月发行人直营商超客户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 24.82%；(2)持续发展线上业务，探索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兴电商销售

方式，自 2022 年起不断优化电商渠道产品品类，逐步提升电商渠道产品的盈利

能力；(3)不断进行渠道下沉的探索与改革，2022年以来，发行人积极探索“茶

花家居旗舰店”模式，由发行人直营或指导经销商经营，在全国专业市场，打造

茶花全品类产品的标准门店，茶花家居旗舰店兼具分销、批发、团购、零售等功

能，针对不同的客户类别采取相对灵活的价格机制，对区域市场除 KA 渠道之外

的其他空白终端网点进行有效的辐射与渗透，实现对区域门店的低成本、高效率

分销运营。上述这些举措在短期内需要持续投入，但产生效益需要时间，因此影

响了公司近年的业绩，从长期看，这是发行人应对不利的市场环境的有效手段，

将有利于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可持续发展。 

 

(四)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8,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募集资金 



 

资金金额 投入占比 

1 

可降解塑料制品

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 

(连江)有限公司 
24,713 19,182 50.48%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 

(滁州)有限公司 
10,287 8,818 23.21% 

2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26.32% 

合计 - 45,000 38,000 100.00%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前瞻性布局可降解塑料

产业，通过购置可降解塑料制品产线和改性材料产线、配套充足的生产、技术及

营销人才来抢占行业市场机遇，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发行人将着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公司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本次募

投项目是提高发行人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有力举措，发行人

2022年 1-9月业绩变动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 

除发行人经营业绩由于宏观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结构优化等因素

出现下滑之外，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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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条件。发行人 2022 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影响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不

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条件。 

 

二、发行人聘任财务总监暨财务负责人变动事项 

 

2022 年 8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发行人董事会同意聘任林杰为公司财务总监，并

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财务管理相关工作，其任期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财务副总监郑青锋不再兼任公司财

务负责人职务。2022 年 8月 27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暨变

更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对上述聘任财务总监暨变更财务负责人之事宜进行了公

告。 

根据林杰的确认并通过查询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网站的公开

信息，本所律师认为，林杰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其具备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发行人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会聘

任林杰为公司财务总监以及变更财务负责人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 

 

三、会后事项专项核查 

 

1.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均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编号分别为：大华审字[2020]003922 号、大华审字[2021]008240 号、大

华审字[2022]004808 号）。 

2.发行人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出具的《关

于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和本所

出具的本承诺函中没有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在相关期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 2022 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详见本承诺函之“一、发行人 2022

年 1-9 月业绩变动情况及说明”，前述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财务状况正常，

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在相关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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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期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在相关期间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

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在相关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也没有发生未在

申报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在相关期间，发行人聘请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审计机构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在相关期间，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郑基、张伟收到中国证监会福

建监管局于 2022年 9月 28日作出的《关于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注册会计师郑基、张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2〕80号）。根据上述文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

会计师郑基、张伟在对发行人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项目中，对发行人收购成都

茶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茶花）相关审计判断错误，认可发行人将

收购溢价（含应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部分）计入销售费用，未对合并成都茶花相关

会计错报进行审计调整，上述销售费用错报金额为 645.14 万元，已超过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在发行人 2020 年年报审计项目上执行的重要性水平。因此，中国证

监会福建监管局决定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郑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签字会计师）、张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郑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签字会计师）、张

伟受到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不属于受到中国证监

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承办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的签字会计师

为郑基、石占伟，该二位签字会计师所持有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合法有效，该

二位签字会计师在相关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且未发生更换。上述事

项对本次发行不会构成实质性障碍。 

10.发行人没有做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陈葵生）、总经理（陈友梅）、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

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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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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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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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自最近一次会后重大事项承诺函出具日（2022

年 8 月 18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发行人没有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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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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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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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发行人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条件。 

本承诺函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特此承诺。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