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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兴材料”）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

下简称“发审会”）的审核，并已完成全套申报文件封卷。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收到贵会出具《关于核准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3 号）。 

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2019 年度业绩预告》，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2019 年度业绩快报》，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披露了《2019 年年度

报告》，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贵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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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15 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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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公司自审核之日（2020 年 3 月 13 日）

起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涉及的会后事项进行了查验，现说明如下： 

一、公司经营业绩波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一）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 

1、公司 2019 年业绩变动情况 

根据《2019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0,942.23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356.78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1.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6,131.7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7.39%，主要经营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 

营业收入 490,942.23   479,434.96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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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4,356.78 38,729.61 -11.2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6,131.70 30,660.82 -47.39%  

2、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情况 

根据《2020 年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91,892.06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06.51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7.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402.6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49%，主要经营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变动 

营业收入 91,892.06 118,481.04 -22.4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406.51 10,149.31 -27.0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02.60 6,242.01 -45.49% 

（二）公司业绩变动影响因素 

1、2019 年业绩变动影响因素 

2019 年业绩变动影响因素主要系：（1）受不锈废钢行业周期性因素及不锈

钢市场价格下调的影响，公司 2019 年度毛利同比有所下降；（2）公司子公司江

西永诚锂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拥有的宜春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向法院提起诉

讼并进行财产保全，2019 年度江西永诚锂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应收宜春科丰新材

料有限公司款项计提了 3,657.22 万元坏账准备；（3）公司对 2018 年末收购江西

永诚锂业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的商誉，于 2019 年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2019 年度

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4,652.81 万元。 

2、2020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影响因素 

2020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影响因素主要系：（1）2020 年一季度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公司复工复产有所延迟，行业上下游的供应商及客户均不同程度停工

停产，导致公司产品的产销量下降；（2）公司炼钢一厂高性能不锈钢连铸技改项

目在因建设需要停产约一个月，粗钢总产量减少，从而导致 2020 年一季度的业

绩有所下滑。 

（三）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在发审会前

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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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请做好永兴材料可转债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回复和《2019 年度业绩预告》，对 2019

年扣非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比下降 40.00%至 48.00%及业绩变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

披露；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2019 年度业绩快报》，对 2019 年度经营

业绩和主要财务数据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

会前可以合理预计，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与《告知函》回复中预计的数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2、2020 年一季度  

公司炼钢一厂高性能不锈钢连铸技改项目在一季度因建设需要停产一段时

间，公司预计炼钢一厂停产将使 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会

出现小幅下降。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及行业上下游的供应商及客户的持续影

响，该事项属于不可抗力且无法预知的事件，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实际归属于母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5.49%，下降幅度超 30%，但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27.02%，下降幅度未超 30%。公司在《募

集说明书》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和风险因素章节对公司的宏观风险、市场风险和财

务风险等进行了充分提示。 

（四）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

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目前，公司已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后续随着公司炼钢一厂高性能不锈钢连

铸技改项目调整完成并投入运营，粗钢产量将会回升；此外公司将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采取稳定生产、优化产品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加大市场开拓等措

施，落实好 2020 年各项生产经营目标，来化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随着公司炼钢一厂高性能不锈钢连铸技改项目调整完成并投入运营以及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此次经营业绩变动的不利因素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

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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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经营业绩变化主要系受行业阶段性波动、信用资产减值损失和商誉

减值损失三个因素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0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变化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及炼钢一厂停产的影

响，随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该不利影响将会逐步消除，因此该经

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会后重大事项的说明 

公司认为：自通过发审会审核通过之日（即 2020 年 3 月 13 日）至本承诺函

签署日期间，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具体如

下： 

1、公司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报

告期内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7〕186 号、天健审〔2018〕

2508 号、天健审〔2019〕2248 号、天健审〔2020〕66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出具的专项说明，以及公司律师上海市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证券的情形出现。 

3、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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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出现对公司的

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

未在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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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保荐代表人苗本增、华佳；

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强、孙文军、

翁志刚、余建耀；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陈臻、陈鹏和评级机

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及其资信评级人员周婷、樊思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

关部门的处罚，未发生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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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司未出具盈利预测报告。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诉

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证券的潜在纠纷。 

12、在会后事项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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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后事项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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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的独立性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

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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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根据评级机构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的评级报告，公

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债券信用级别为 AA。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体评级及债项评级未发生变更。 

19、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自通过审核之日（2020 年 3 月 13 日）起至本承诺函

出具日，公司没有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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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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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

上市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

其他会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事项；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公司仍然符合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6 

（本页无正文，为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会后事项承诺函》之签署页）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