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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重要提示： 

以下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情况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

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要求，为保障中

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本次发行完成后对摊

薄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出了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具体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5,595.00 万元，发行数量不超过 94,771,411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400G 光通信模块研发生产项目、

安徽铜陵光模块产业园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由于募投项目建

设周期较长，募集资金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可能摊

薄公司即期回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测算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指标计算主要假设和说明 

1、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2019年4月底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

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假设本次发行数量为94,771,41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55,595.00万元。同时，

本次测算不考虑发行费用； 

3、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 

4、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475,455,806股为基础，仅

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发生的变化； 

5、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17年度现金分红金额为18,006,568.13元（含

税），该现金分红事项于2018年7月实施完毕。2018年度不再做其他形式的分红； 

6、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不代表公司对2018年度和2019年度盈利情况的观点，亦不代表公司对2018年度和

2019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 

7、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发行时间仅为测算目的假设，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结果和实际日期为准； 

9、公司对2018年度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

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测算过程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17 年度/年末 2018 年度/年末 
2019 年度/年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股） 473,857,056 475,455,806 475,455,806 570,227,217 

本次发行数量（股） 94,771,41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元） 1,555,950,000.00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时间 2019 年 4 月 30 日 

假设情形 1: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与上一年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505,416.37 161,505,416.37 161,505,416.37 161,505,416.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4,658,859.15 264,658,859.15 264,658,859.15 264,658,85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78 0.3404 0.3397 0.29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78 0.3404 0.3397 0.29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158 0.5579 0.5566 0.49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8158 0.5579 0.5566 0.4913 

假设情形 2：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505,416.37 177,655,958.01 195,421,553.81  195,421,553.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4,658,859.15 291,124,745.07 320,237,219.57  320,237,21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78 0.3745 0.4110 0.36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78 0.3745 0.4110 0.36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158 0.6137 0.6735 0.59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8158 0.6137 0.6735 0.5945 

假设情形 3：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505,416.37 193,806,499.64 232,567,799.57  232,567,799.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4,658,859.15 317,590,630.98 381,108,757.18  381,108,75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78 0.4085 0.4891 0.43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78 0.4085 0.4891 0.43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158 0.6695 0.8016 0.70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8158 0.6695 0.8016 0.7075 

注：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将增加。由于本次募投

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从项目实施到投产实现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上述期间内，

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短期内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公司短期内

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每股收益被摊薄的风险，制定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

未来利润做出保证，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



关系及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优化公司的业务能力和战略布局，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国家多项政策在大力支持信息网络建设。在一系列国

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光通信行业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公司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空

间。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设相关 400G 和 100G 光模块和 5G

通讯模块项目，该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扩产公司产能满足客户要求，另一方面将

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扩大产业链布局，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的综合

实力，保持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2、增强盈利能力，提升公司在光通信领域的行业地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投入具有一定技术门槛的项目，在增强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的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在光通信

行业的地位。公司将以先进的技术水平、丰富的经营经验、稳定的客户资源为依托，

为广大投资者带来稳定的业绩回报。 

3、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

风险，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公司的资金实力获得大幅提升后，公司经

营获得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公司将在业务布局、财务能力、长期战略等多个方面夯

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高端通信设备制造业务的主营

业务展开，400G光通信模块研发生产项目和安徽铜陵光模块产业园建设项目建成后，

可进一步强化公司光通信模块产品的研发、生产能力，丰富公司光通信模块产品的

型号和种类，并发挥各类型产品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的生产能力，更好地满足下

游客户的需求。 

同时，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有利于优化公

司的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满足公司业务高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苏州旭创自成立至今，始终重视生产技术、加工工艺、精益生产，并不断推动

产业技术创新，积累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技术。苏州旭创已获得包括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江苏省创新团队、江苏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等在内的多项荣誉或称号。在项目

研发上，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火炬计划、国家级工信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及江苏

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扶持。此外，苏州旭创还被认定为江苏省高速光通信模

块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企业认定技术中心等。 

苏州旭创紧跟光通信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不断研发创新，完善产品体

系，满足光通信行业的更新换代需求，将研发和生产代表行业发展趋势的 400G 光通

信模块和 5G 无线通讯模块。苏州旭创坚实的技术基础与较强的研发能力为项目的实

施提供了可靠保证。 

    苏州旭创拥有业界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及来自海内外的光通信领域资深专业人

才，具有 10 年以上光通信产品开发和生产经验，可以快速的响应客户的需求，能高

效率协助客户前期产品开发，提出业务解决方案。公司拥有专业的自动化设计团队，

高精密的机器设备和生产设施，能满足客户的生产加工要求。公司专业的生产团队，

协助客户持续改进工艺以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的质量、交付能力以及最优的产

品性价比，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公司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注重人才内部培养

和高技术人才引进。各专业人才的加入，壮大了研发队伍，为新产品新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有力支持。 

苏州旭创已深耕光通信行业多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光模块产品专业性强，

指标参数复杂，需要在售前和售后为客户提供持续的支持服务。苏州旭创技术服务

体系完善，以市场、技术、品质、生产、采购和财务部门为基础，建立了客户服务

体系，有效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形成了全方位的客户服务模式。苏州旭创市场销售

团队具有丰富的市场和技术经验，能迅速把握市场热点和客户需求，并及时传递到

公司研发、生产等部门。目前，根据苏州旭创多年积累的经验以及客户的要求，公

司可以快速完成从接收客户订单到供货的流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苏州旭创通过研发创新、市场开拓、品质优化、供应

链管理等多种措施，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公司产品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形成了

广泛的营销网络，客户资源丰富，品牌知名度较高。苏州旭创近年来经过不断地发

展与创新，积累了大量的中高端客户资源，获得了国内外客户广泛认可。苏州旭创



已经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公司客户遍及欧洲、亚洲、北美

等区域，涉及数据宽带、电信通讯、数据中心、安防监控、智能电网等行业领域。

众多的客户资源、客户区域的全球化分布和客户行业的多元化布局降低了公司的经

营风险，并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提供了保证。同时，良好的品牌效应和丰富的客

户资源为募投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了保障，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四、填补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 

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被摊薄，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

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巩固和提升主营业务，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加强管理层

的激励和考核，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等措施，提升资产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以

填补股东回报。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尽快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光通信模块相关项目的投资。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测算预期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随着项目逐步达产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将会显著提升，将有助于填补本

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公司将积极调配资

源，力争提前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争取早日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增加以后

年度的股东回报，降低本次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 

（二）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及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具有

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并投产后，将提升公

司盈利水平及竞争能力，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

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根据使用用途和进度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并在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中进行有效

的控制，以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并产生经济效益。 

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完善并强化投



资决策程序，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控制资金成本，

节省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三）严格执行公司的分红政策，保障公司股东利益回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公司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利润

分配政策。公司在充分考虑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上，

制订了《分红回报规划及2017-2019年具体分红计划》。上述制度的制订完善，进一

步明确了公司分红的决策程序、机制和具体分红送股比例，将有效地保障全体股东

的合理投资回报。未来，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 

（四）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

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迅速和谨慎

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蓄发展活力 

公司将不断改进绩效考核办法，建立更为有效的用人激励和竞争机制。建立科

学合理和符合实际需要的人才引进和培训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树立德

才兼备的用人原则，搭建市场化人才运作模式。 

综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提升管理水平，合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采取多种措施持续改善经营业绩，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尽快实

现项目预期效益。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以

提高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能力，有效降低原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