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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粉 指 银粉指发行人生产的亚微米级、微米级银粉
合金粉 指 合金粉指发行人生产的各类亚微米级、微米级合金粉

合作协议 指

Coopera t ion� Ag reement� Betw een� Sams ung � Electro-Mechanics �
Co., �Ltd. �And�J ia ng s u �Boqian�New �Ma teria l s �Stock�Co., �Ltd.�
Ning bo�Guang x in�Nanoma teria l s �Co., �Ltd.（三星电机和博迁新材、
广新纳米的《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 指

Sams ung � Electro-Mechanics � Co., � Ltd. � J ia ng s u � Boqian� New �
Ma teria l s �Stock�Co., �Ltd.�Ning bo�Guang x in�Nano�Import&Export�
Co., �Ltd.�Stra teg ic�Coopera t ion�Ag reement（三星电机、博迁新材、
广新进出口战略合作协议书）

日本村田、Mura ta 指 株式会社村田制作所（Mura ta �Manu fa ctu ring �Co., �Ltd., �Mura ta , �
6981.TYO, �M20.SGX）

三星电机、SEMCO 指 三星电机株式会社 （Sams ung � Electro-Mechanics � Co., � Ltd., �
SEMCO, �009150.KS）

太阳诱电、Ta iyo�Yuden 指 太阳诱电株式会社（Ta iyo�Yuden�Co., �Ltd., �Ta iyo�Yuden, �6976.�
TYO）

台湾华新科、Wals in 指 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Wals in�Technolog y�Corpora t ion, �Wa ls in, �
2492.�TWSE）

台湾国巨、Yag eo 指 国巨股份有限公司（Yag eo�Corpora t ion, �Yag eo, �2327.�TWSE）

常压下等离子体加热气
相冷凝法制备技术 指

系发行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其原理是将金属原材料经等离
子枪加热熔融蒸发，生成金属蒸汽；金属蒸汽经氮气输运到粒子控制器，
在粒子控制器中金属蒸汽冷却形核生长成超细金属粉；氮气和金属粉的
气固混合相在引风机的抽吸作用下进入过滤器内，经过滤器过滤，金属
粉被收集，氮气经过热交换器冷却后被循环利用

物理气相沉积、物理气相
法、PVD 指

物理气相沉积（Phys ica l �Vapor�Depos it ion，PVD）技术是采用物理方
法，将材料源———固体或液体表面气化成气态原子、分子或部分电离成
离子，并通过低压气体（或等离子体）过程，在基体表面沉积具有某种特
殊功能的薄膜的技术。 包括三个基本过程———气相物质的产生、输运和
沉积，随着技术发展现可用于粉体的大规模制备

化学气相沉积、化学气相
法、CVD 指

化学气相沉积 （Chemica l �Vapor�Depos it ion, CVD） 是一种化工技
术，该技术主要是利用一种或几种气相化合物或单质在气态条件下发生
化学反应，生成固态物质沉积基体表面，进而制得粉体或薄膜的工艺技
术

液相分级技术 指

采用液体（水或其他液体）作为分级介质，根据不同粒径的颗粒在液相
流体中受到的离心力、惯性力、化学作用力和重力等外力作用下产生不
同的运动轨迹而实现不同粒径颗粒的分级。目前液相分级主要有离心旋
流式和重力沉降式两种典型技术

气相分级技术 指

采用气体（干燥空气或其他气体）作为分级介质，根据不同粒径的颗粒
在气体中受到的离心力、惯性力、化学作用力和重力等外力作用下产生
不同的运动轨迹而实现不同粒径颗粒的分级，典型气体分级技术为旋风
分离工艺

等离子体加热 指 利用放电加热气体至非常高的温度，加热了的气体可被用作特殊应用的
可控热源

冷凝法 指
冷凝法是利用物质在不同温度下具有不同饱和蒸汽压这一物理性质，采
用降低系统温度或提高系统压力的方法，使处于蒸汽状态的物质转变成
液体或固体的过程

电子元器件 指

电子元器件是构建电子系统最基础的部件， 不管多么复杂的电子系统，
实际上都是由一个个电子元器件拼在一起组成的。 电子元器件
（Electronic�Components）是电子元件和电小型的机器、仪器的组成
部分，其可以是基本电子元器件或者由若干元器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
品中通用———主要有电阻器、电感器、变压器、电容器、二极管、三极管、
光电器件、电声器件、显示器件、晶闸管、场效应管、IGBT、继电器、干簧
管、常用传感器、贴片元器件、集成电路等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MLCC） 指

电容器的一种，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Multi-la yer� Ceramic�
Cap a citors ，MLCC）是由印好电极（内电极）的陶瓷介质膜片以错位
的方式叠合起来，经过一次性高温烧结形成陶瓷芯片，再在芯片的两端
封上金属层（外电极）而制成。

内电极 指 通过交替分布又互不相连的方式与相邻的电介质层组成基本单元电容
的电极层，是MLCC的组成部分

外电极、端电极 指 将多个基本单元电容的内电极连接，形成串联或并联方式，实现器件功
能的电极，是MLCC的组成部分

陶瓷介质膜片 指 利用流延成型技术或其他技术制备的坯片， 经干燥烧结后的陶瓷介质
层，是MLCC的组成部分

电极浆料 指 电极浆料又称导电浆料，是金属粉、玻璃粉和合成树脂的混合物，用于制
作MLCC的内电极和外电极

分散性 指 固体粒子在水或其他均匀液体介质中，能分散为细小粒子悬浮于分散介
质中而不沉淀或团聚的性能

比表面积 指 单位质量粉末所具有的总表面积
激光粒度 指 采用激光粒度仪，利用激光散射或衍射原理所测量的粉体粒径

烧结温度 指

特定气氛下，按一定的升温速率，超过某一温度点或段，粉末开始发生内
表面减少，气孔率降低，颗粒间接触面加大以及机械强度提高的过程，这
个过程中物质自发地充填颗粒间隙，使得材质变得致密化，这一温度点
或段，成为烧结温度

振实密度 指 将定量粉末装入振动容器中，在规定条件下振动至到粉末体积不再减少
后所测得的粉末密度

粒度分布 指

指用特定的仪器和方法反映出粉体中不同粒径颗粒占颗粒重量的百分
数。 有区间分布和累计分布两种形式。 区间分布表示一系列粒径区间中
颗粒重量的百分含量；累计分布表示小于或大于某粒径颗粒重量的百分
含量

粒径 指 颗粒的大小称为“粒径（Gra in�Siz e）” ，又称“粒度”或者“直径”

结晶度 指 结晶度是指材料当中结晶相的含量，是与无定型相相对应的。一般来说，
晶体数量越多，晶粒尺寸越大，结晶度越大

烧结活性 指

指烧结中，由于固态中分子或原子的相互吸引，通过加热，使粉末体产生
颗粒黏结，经过物质迁移使粉末体产生强度并导致致密化和再结晶。 粉
状物料的表面能大于多晶烧结体的晶界能，这是烧结过程的推动力。 一
般情况下粉体粒度小，表面能大，起始收缩温度低，烧结活性高

3D打印 指
3D打印（3DP）即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
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
物体的技术

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额为19,620.00万股，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合计为6,54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二、相关当事人的承诺事项

（一）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广弘元承诺
自博迁新材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博迁新材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博迁新材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上述股份。 博迁新材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企业所持有博迁新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6个月。 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博迁新
材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博迁新材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王利平先生，主要股东及董事、总经理Gangqiang� Chen
（陈钢强）先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
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在延长锁定期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则在本人担任公
司非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发行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申扬投资、实际控制人近亲属王君平先生承诺
自博迁新材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博迁新材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博迁新材回购本
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4、发行人股东雅戈尔投资承诺
自博迁新材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博迁新材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博迁新材回购本公司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本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入股博迁新材， 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2018年12月27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博迁新材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博迁新材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上述股份。

5、发行人其他股东众智聚成、新辉投资、衢州祁虎、辰智卓新、广聚汇金、尚融宝盈、海
富长江、金锦联城、中比基金、新余广晟、尚融聚源承诺

自博迁新材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博迁新材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博迁新材回购本企业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除上述限制外，本企业股份锁定及减持所持博迁新材股份时亦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6、担任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独立董事、作为董事长的王利平先生及作为董
事、总经理的Gangqiang� Chen（陈钢强）先生外）的裘欧特先生、江益龙先生、赵登永先生、蒋
颖女士、舒丽红女士承诺

（1）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则自公司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2）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如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3）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则在本人担任公
司非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7、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的洪剑峭先生、黄庆先生、方坤富先生，担任发行人监事的蔡俊
先生、任静女士、彭家斌先生承诺

（1）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则自公司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2）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若有），在任职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二）减持意向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承诺
广弘元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众智聚成、新辉投资、Gangqiang� Chen（陈钢强）及申扬投

资作为发行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做出如下承诺：
本人/本企业所持博迁新材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若本人/本企业减持公司本次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减持价格不低于博迁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若公司自股票上市至本人/本企业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若本人/本企业实施上述减持行为，
本人/本企业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予以公告。

本人/本企业所持有博迁新材股份的增减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王利平先生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亦做出如下承诺：
本人所持博迁新材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若本人减持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博迁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自股票

上市至本人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
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人实施上述减持行为，本人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
予以公告。

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则在本人担任公司非
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在任职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其他发行人董事（除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公司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价格下限作相应调整；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则在本人担任公司非
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在任职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发行人独立董事和监事承诺
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则在本人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
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三）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与承诺
1、发行人稳定股价的预案与承诺
为维护公司上市后股价稳定，公司制定了《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

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主要内容如下：
（1）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3年内，在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权益合计数÷当年末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情形时，将启动相关稳定股价的方案。

（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公司将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上述

条件成就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实
施方案将在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时，公司依法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股份回
购决议后公告。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的规定向中小股东回购其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票，同时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
其他方式。 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公司股价已经不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
的，可不再继续实施该方案。

某一会计年度内，若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不包括公司
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20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按照
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单次用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
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 ②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
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0%。 超过上述
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该会计年度内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会计年度需启动稳定
股价措施的情形继续出现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2、发行人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后3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将实施如下稳定股价的方案：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同时保证回购结
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金额：
①单次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不高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20%；
②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0%。
3、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自博迁新材股票上市后3年内，当博迁新材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博迁新材

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每股净资产时，博迁新材将实施有关稳定股价的方案。 作为博
迁新材的控股股东，本企业承诺：

在博迁新材实施股份回购方案后博迁新材股价仍发生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博迁新材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本企业将在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增持博迁新材股票；

增持股票的金额：
①单次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低于自博迁新材上市后累计从博迁新材所获得现

金分红金额的20%；
②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自博迁新材上市后累计从博迁新材所获

得现金分红金额的50%。
4、发行人董事（除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后3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博迁新材上一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将实施有关稳定股价的方案。 作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承诺：

①当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方案、公司控股股东实施股份增持方案后，公司股价仍发生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博迁新材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本
人作为公司的非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将增持公司股票。

②作为公司非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不低于本人上一年
度于公司取得税后薪酬总额的20%， 单一年度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不超过上一年度于公司
取得税后薪酬总额的50%。

（四）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1、发行人承诺
招股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若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与控股股东共同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股份。 在发生上述应回购情形20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制定回购计划，并予以公告。

2、控股股东承诺
若博迁新材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博迁新材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企业将与博迁新材共同依法回购首次
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在发生上述应回购情形20个交易日内，本企业将制定回购计划，并通
过公司予以公告；同时将敦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若招股意向书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3、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招股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若公司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4、中介机构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海通证券承诺：“海通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如因海通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海通证券承诺将先行赔偿投资者
损失。 ”

瑛明承诺：“本所为博迁新材本次发行上市制作、 出具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出具的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除外。 ”

中汇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如因相关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
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一起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所能够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

中联承诺：“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之专业结论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资产评估报告之专业结论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公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天源评报字
[2018]第0452号《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江苏广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股权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上述文
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公司将依
法与发行人一起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公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

中汇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中汇会验[2016]4142号、中汇会验
[2017]4321号、中汇会验[2017]4984号、中汇会验[2018]4690号、中汇会验[2018]4856号验资报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如因上述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一起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但本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

中汇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中汇会鉴[2019]1888号专项复核报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如因上述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一起向投资者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但本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

（五）填补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1、发行人填补回报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本公司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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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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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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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采取以下措施
填补因本次发行被摊薄的股东回报：

①坚持技术创新，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水平，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②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营业成本，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③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使用、管理，同时合理安排募集资金投入过程中的时间进度安排，将
短期闲置的资金用作补充营运资金，提高该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从而进一

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④加快募投项目进度，尽量缩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益实现的时间，从而在未来达产

后可以增加股东的分红回报；
⑤重视对股东的回报，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已在本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中

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详细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本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利润分配，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为确保公司本次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摊薄即期回报事

项的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做出如下承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不侵占公司利益，如本公司/本人违反承诺给公司或者公司

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3、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承诺如下：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

公司利益；
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5、承诺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该等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六）其他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1、发行人承诺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稳定股价的承诺，在触发实施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前提下未采

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非因不可抗力导致给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承担相
应的责任；如因不可抗力导致，应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尽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益。

若本公司违反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
诺，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
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本公司承诺严格履行本公司所作出的填补回报的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
够得到切实履行。 如果本公司违反其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公司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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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
等相应义务。

2、控股股东承诺
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企业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博迁新材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
的前提下回购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
益归公司所有；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博迁新材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
向博迁新材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若本企业违反上述稳定股价的承诺，在触发实施稳定博迁新材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前提下未
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企业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博迁新材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博迁新材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企业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博迁新材
股份，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企业违反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
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
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企业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或赔偿
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企业违反已做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以
及其他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身份所做出的承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
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本企业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3、实际控制人承诺
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人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博迁新材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
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
提下回购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
公司所有。

若本人违反上述稳定股价的承诺，在触发实施稳定博迁新材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前提下
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博迁新材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博迁新材获得股东分红（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博迁
新材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人违反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诺，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领取薪
酬，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
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人违反已做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以及
其他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所做出的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领取薪酬，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人将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人违反已做出的其他依据公司非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而做出的承诺，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分红
（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
实施完毕时为止。

本人承诺严格履行本人所作出的填补回报的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
到切实履行。 如果本人违反其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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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义
务。

4、实际控制人近亲属王君平先生承诺
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人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回购
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博迁新材所
有。

5、主要股东及其他股东承诺
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企业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
回购违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博迁新
材所有。

若本企业违反其他依据博迁新材股东身份所做出的承诺，本企业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博迁新材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企业
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博迁新材股份，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
止。

6、发行人董事（除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在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回购违
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本人违反上述稳定股价的承诺，在触发实施稳定博迁新材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前提下
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将在博迁新材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博迁新材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博迁新材获得股东分红（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博迁
新材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人违反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诺，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得股
东分红（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
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人违反已做出的其他依据公司非独立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而做出的承诺，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分红
（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
实施完毕时为止。

本人承诺严格履行本人所作出的填补回报的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
到切实履行。 如果本人违反其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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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义
务。

7、独立董事承诺
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在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回购违
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本人违反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诺，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得股
东分红（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
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人违反其他依据公司独立董事身份而做出的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
违反相关承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分红（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直至能够继续履行承诺或提供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替代方案后
为止。

本人承诺严格履行本人所作出的填补回报的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
到切实履行。 如果本人违反其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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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义
务。

8、发行人监事承诺
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在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前提下，回购违
反承诺卖出的所有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本人违反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诺，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得股
东分红（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回购
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若本人违反已做出的关于同业禁止的承诺以及其他依据公司的监事身份而做出的承
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及向公司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从公司获得股东
分红（若有），同时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
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三、公司滚存利润安排、利润分配政策及分红回报规划
本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上市后股利分配政策的议案》

《关于公司上市后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适用
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及附件〈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等议案，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和《关于公司
上市后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对本次发行并上市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

四、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本次发售的股票时，除招股意向书提供的其他资料外，应特别考

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下述风险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程度大小排
序，该排序并不表示风险因素依次发生。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子专用高端金属粉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公司产品主

要包括纳米级、亚微米级镍粉和亚微米级、微米级铜粉、银粉、合金粉。 公司产品是电子信息
产业的基础材料，主要用于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中镍粉、铜粉主要应用于MLCC（片式多层陶
瓷电容器）的生产，并广泛应用到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信以及工业自动化、航空航天等其
他工业领域当中。

上述领域的景气程度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 在宏观经济向好的年
度，受消费需求提振等因素的影响，电子产业的景气程度较高；而经济形势的较大波动，可
能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电子产业及相关上下游行业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近年来，公司
产品主要应用领域市场需求处于持续稳步增长阶段，2019年公司主要产品的下游MLCC市
场出现了波动，若未来市场因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而发生波动，可能对公司的销售收入和盈
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2、行业竞争风险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并在中高端电子元器件用金属粉体

生产行业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但是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有新进入行业的厂商与公司展开竞
争。 同时，同行业其他企业亦会采取降价或扩产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公司存在可能
因产品价格下跌或市场占有率下滑导致的利润水平下降的风险。

随着电子元器件生产工艺和水平的发展和下游应用领域的驱动，MLCC等电子元器件
集成化、小型化、高容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对金属粉体材料的生产研发提出了更高的品
质要求。 目前公司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工艺技术的研发和改进，在关键生产工艺环节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若公司不能在产品的功能特性上持续创新，保持产品较高的质量及良好的市
场口碑，则难以保持销售的稳步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3、汇率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出口销售比例较高， 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0.12%、

88.11%、92.83%和89.20%。 公司外销业务主要以美元结算，结算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可
能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产生波动，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使得公司面临汇率波动
风险。

4、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为MLCC等电子元器件生产商，包括三星电机、台湾华新科、台湾国巨等

知名MLCC生产商。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前五大客户的合计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76.57%、84.81%、93.72%和88.10%，其中，公司对三星电机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61.51%、72.79%、83.47%和69.32%，客户集中度较高。 2019年客户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主要系当年三星电机对公司小粒径镍粉需求量显著增加，相应调整了其采购结构，
公司小粒径镍粉销量占比大幅上升，该种产品价格较高，三星电机的销售金额占比有所提
升。

上述客户集中度较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MLCC行业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
2018年全球前十大厂商合计占据MLCC行业93.80%的全球市场份额， 其中三星电机占据该
行业市场份额20%以上。 若未来三星电机减少对公司产品的采购，则公司可能出现订单减少
的不利局面。 公司面临因客户集中度较高可能导致的经营风险。

5、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镍块、铜棒及银砂，其价格会随该金属品种的全球市场的

价格波动而发生变化。 本公司生产成本受原材料采购成本影响而发生变化，公司主要原材
料采购价格通常基于订单当天的相关网站发布的现货市场价格的中间价确定。

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受大宗商品及相关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较大，价格波动可能
对公司的生产成本造成较大影响。 由于公司无法在原材料价格上涨时随时调整产品售价，
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6、因“新冠疫情”造成的风险
鉴于新冠疫情仍存在在全球蔓延的风险，发行人主要客户所在地韩国、日本及中国台

湾，主要客户工厂所在地的东南亚各国各地区均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就目前状况及
2020年1-9月的业绩情况，新冠疫情对发行人生产及销售的影响可控，对发行人整体生产经
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较小。 若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未得到有效控制，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及财务状况有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

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之间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之间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1、主要财务信息
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6月30日。 公司2020年1-9月的相关财务信息已经

中汇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0年9月末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09.30 2019.12.31 增长率（%）
资产总计 82, 168.76 67, 835.07 21.13
负债总计 14, 110.81 11, 342.93 24.40
所有者权益 68, 057.95 56, 492.14 20.47

2020年9月末，公司总资产及所有者权益较2019年末有所上升，主要系生产经营规模扩
大及经营积累增加所致。

2020年1-9月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长率（%）
营业收入 41, 086.50 35, 955.95 14.27
营业利润 14, 240.18 12, 554.47 13.43
利润总额 14, 079.79 12, 211.84 15.30
净利润 11, 565.81 10, 037.22 15.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 565.81 10, 037.22 15.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 450.39 10, 156.30 1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 932.98 11, 870.71 -33.17

2020年7-9月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7-9月 2019年7-9月 增长率（%）
营业收入 15, 482.96 10, 963.01 41.23
营业利润 5, 363.31 4, 782.03 12.16
利润总额 5, 326.90 4, 782.03 11.39
净利润 4, 449.21 3, 994.19 11.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 449.21 3, 994.19 11.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 421.85 4, 224.16 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 385.54 8, 100.29 -45.86

注：上表2020年7-9月相关数据已经中汇审阅。
2020年前三个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原因系：（1）受下

游需求回暖影响，镍粉销量有所上升，且2020年3月20日起镍粉产品出口退税税率由10%上
调为13%，加上因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600nm镍粉部分实现销售，转销相应存货跌价损失
金额；（2）受下游市场需求拉动，铜粉销量有所增长，同时内外销结构的变化推动平均售价
有所提升，相应推动毛利上升。

2020年1-9月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长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 932.98 11, 870.71 -33.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 996.42 -9, 554.84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 265.61 -2, 510.88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 390.92 -205.86 -

2020年7-9月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7-9月 2019年7-9月 增长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 385.54 8, 100.29 -45.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 849.45 -1, 968.11 146.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 074.05 -2, 276.51 -52.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 619.81 3, 872.38 -141.83

注：上表2020年7-9月相关数据已经中汇审阅。
2020年前三个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有所波动，系客户订

单时间及相应在账期内的回款周期不同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略
有减少，主要系发行人在2020年前三季度投资建设宁波新厂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较上年同期有所波动，主要为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偿还借款发生现金支付。

2020年1-9月，公司纳入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20年7-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67 -4.6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7.54 75.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72 -31.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7 -
小 计 138.61 39.35
减：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费用减少以“-”表示) 23.20 11.99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15.41 27.3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15.41 27.3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 -

注：上表2020年7-9月相关数据已经中汇审阅。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专项声明，保证公司2020年1-9月财务报

表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人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已出具专项声明，保证该等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经营状况
目前发行人整体经营情况正常， 未出现对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相关因

素。 发行人经营模式、采购模式、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税收政策以及其他
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人2020年度业绩情况预计

（下转C9版）

(上接C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