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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

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

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威通信”、

“公司”或“本公司”）股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主办券商，

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认真履行尽职调查义务，会同公司、湖北众勤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申报会计师”或“会计师”）等中介机构，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进行

了逐项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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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相同。 

二、有关律师、会计师的核查情况及意见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会计师的回

复意见。 

三、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改 

四、本回复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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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一反回复显示：公司对赌协议中存在部分情形可能或已触发对赌条

款，包括不限于以下情形：（1）人才创业及人才创新与公司及其股东签订的对

赌条款中约定，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公司实现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若业绩达成率低于 90%的，人才创业及人才创新有权选择相应补偿方式；（2）智

慧城市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签订的对赌约定，如果公司

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1,260 万元的 95%，智慧城市有权要求周厚明及其配

偶贺仙菊以现金方式就估值差额部分进行补偿。 

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赌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

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清晰明确，是否可执行，是否存在潜

在纠纷，现金补偿、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2）结合报告期内及期后经营数据，

分析是否触发上述对赌条款，若是，说明相应安排、解决措施；（3）对赌条款

的履行对公司股权稳定性、内部治理、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

补充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和查阅公司与人才创业、智慧城市、烽火集成各方签订的投资协议、

补充协议书面资料。 

2、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与人才创业、人才创新、智慧城市、烽火

集成之间签订的含对赌协议的条款，分析对赌协议权利义务主体是否违反法律法

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清晰明确，是否可执行，是

否存在潜在纠纷；访谈实际控制人，若触发对赌条款，现金补偿、股份回购的资

金来源。 

3、获取报告期内及期后的经营数据，分析是否触发对赌条款，若对赌条款

的履行对公司股权稳定性、内部治理、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访谈实际控制人，

若触发对赌条款，相应安排、解决措施。 

4、核查公司与人才创业、智慧城市、烽火集成各方签订的对赌协议是否满

足《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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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

殊投资条款》的规定。 

二、分析过程 

（一）对赌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

性规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清晰明确，是否可执行，是否存在潜在纠纷，现金补

偿、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 

主办券商查阅公司提供的与人才创业、人才创新、智慧城市及烽火集成签订

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等文件，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访谈了解，公司在引入投

资人时，与投资人签订了含对赌条款的协议，其后为促进公司发展，维护公司股

权稳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签订了相应的补充协议或解除协议，将对赌条款的权

利义务主体变更为投资人与实际控制人周厚明。 

具体涉及对赌条款的协议签订及权利义务主体情况如下： 

1、人才创业 

各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对赌条款义

务主体 
合同名称 合同要点 

1 

股东周厚

明、肖舸、

张曙辉、周

春荣、臻盛

合伙及维清

合伙（已注

销） 

《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武汉光谷

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关于武汉迈威通信有限

公司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 

1.在触发股权回购情形下，投资人

可要求义务主体回购股权； 

2.在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形下，投资

人可要求义务主体进行股权补偿或

现金补偿。 

2 周厚明 

《<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武汉光

谷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武汉迈威通信有

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二》） 

1.针对《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

议一》中不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条款进

行修改和删除； 

2.将《补充协议一》中的对赌条款

义务主体变更为实际控制人周厚

明。 

3 
（不涉及对

赌条款） 

《<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武汉光

谷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武汉迈威通信有

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三》） 

1.为满足《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题解答（四）》，修改《补充协

议二》中含有将公司为作为当事人

的情形，人才创业与公司及原签署

协议的股东签订了《补充协议

三》，对《补充协议二》进行解

除，同时保留《补充协议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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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厚明 

《<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武汉光

谷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武汉迈威通信有

限公司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四》） 

《投资协议》因不满足《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而

作的修改。 

2.同时签订了《补充协议四》，该

《补充协议四》不存在公司作为当

事人情形，协议内容承继了《补充

协议二》对《补充协议一》因不满

足《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

答（三）》而作的修改。 

注：2018 年 5 月，人才创新与智慧城市、迈威有限、股东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共同

签署《武汉迈威通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迈威有限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智慧

城市。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对该部分转让的股权，转让方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故人

才创新自将股权转让给智慧城市之日起，其不再对迈威通信及公司股东享有主张业绩对赌补

偿或回购的权利义务。 

综上，人才创业与迈威通信股东周厚明、肖舸、张曙辉、周春荣、臻盛合伙

及维清合伙签订的对赌协议为《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四》，协议中权利义

务主体分别为人才创业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人才创业与公司股东签署的对

赌协议不存在违反《合同法》、《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

投资条款》的相关规定，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 

经查阅公司股东与人才创业之间对赌条款，具体对赌条款详见《公开转让说

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五）其他情况”，

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明确。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将由实际控制人周厚明

承担股份回购或股份/现金补偿义务：（1）按照协议约定的价格对人才创业持有

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回购；（2）按照协议约定的股份比例或现金补偿金额计算

方式对人才创业进行股份或现金补偿。上述业绩补偿方式具体明确可执行。 

股东周厚明已出具承诺，若触发股份回购或转让条款，其保证使用其自有股

权、自有和筹集资金完成相关股份收购或股份/现金补偿，不会占用公司资金。

故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周厚明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义务，提

供现金补偿及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不会产生潜在纠纷。 

2、智慧城市 

各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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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对赌条款义

务主体 
合同名称 合同要点 

1 
周厚明及其

配偶贺仙菊 

《关于武汉迈威通信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一》） 

1.公司及承诺人关于投资及同业竞争

等内容的权利义务； 

2.在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形下，投资人

可要求义务主体进行股权回购。 

2 
周厚明及其

配偶贺仙菊 

《关于武汉迈威通信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二》） 

1.对《补充协议一》中不符合《挂牌

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的条款进行修改和删除后，形成《补

充协议二》； 

2.解除《补充协议一》。 

3 
（不涉及对

赌条款） 

《<武汉迈威通信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之解除协议》 

1.为满足《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

解答（四）》，因《补充协议二》含有

将公司为作为当事人的情形，智慧城市

及迈威通信、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签

订了协议，解除了《补充协议二》； 

2.同时由智慧城市与周厚明及其配偶重

新签订了《补充协议三》对业绩对赌条

款和回购条款承继了《补充协议二》。 

4 
周厚明及其

配偶贺仙菊 

《关于武汉迈威通信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三》） 

综上，智慧城市与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签署的对赌协议为《补充协议三》，

权利义务主体分别为智慧城市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智慧城

市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存在违反《合同

法》、《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

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以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的相关规定，

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查阅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与智慧城市之间对赌条款，具体对赌条款详

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五）

其他情况”，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明确。 

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将由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承担股份回

购及现金补偿义务：（1）按照协议约定的价格对智慧城市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进行收购；（2）按照协议约定的现金补偿计算的金额对智慧城市进行现金补偿。

上述业绩补偿方式具体明确可执行。 

股东周厚明出具承诺，若触发股份回购或现金补偿条款，其保证使用其自有

和筹集资金完成对智慧城市的相关股份收购或现金补偿，不会占用公司资金。故

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周厚明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义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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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补偿、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不会产生潜在纠纷。 

3、烽火集成 

各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对赌条款

义务主体 
合同名称 主要内容 

1 周厚明 

《关于<武汉光谷烽火集成电路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武汉迈威

通信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附加协议》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之附加协议》） 

在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形

下，投资人可要求义务主

体进行股份补偿或股权回

购。 

2 周厚明 

《关于<武汉光谷烽火集成电路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武汉迈威

通信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附加协议>之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之附

加协议>之补充协议》） 

在原《投资协议之附加协

议》基础上增加有关公司

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后的股份补偿及股份回购

处理方式的条款。 

综上，烽火集成与公司股东周厚明签署的对赌协议为《投资协议之附加协议》

与《<投资协议之附加协议>之补充协议》，权利义务主体分别为烽火集成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厚明。烽火集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存在违

反《合同法》、《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以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的

相关规定，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查阅烽火集成与公司股东周厚明之间对赌条款，具体对赌条款详见《公

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之“（五）其

他情况”，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明确。 

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将由实际控制人周厚明承担股份回购及股份补偿义

务：（1）按照协议约定的价格对烽火集成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收购；（2）

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对烽火集成进行股份补偿。上述业绩补偿方式具体明确可执

行。 

股东周厚明出具承诺，若触发股份回购或股份补偿条款，其保证使用其自有

股份以及自有和筹集资金完成对烽火集成的相关股份收购或股份补偿，不会占用

公司资金。故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周厚明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业绩补

偿义务，提供股份补偿、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不会产生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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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人才创业、智慧城市及烽火集成与公司股东签订的对赌协议中的

权利义务主体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对赌协议中权利义

务关系清晰明确且届时可有效执行，不会违反全国股转系统关于股份转让的有关

规定。对赌协议双方不存在潜在纠纷。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实际控制人周厚

明（及其配偶贺仙菊）作出承诺，将由其出资承担相应的现金补偿、股份回购义

务，由周厚明自有的股权承担相应的股份补偿义务。 

（二）结合报告期内及期后经营数据，分析是否触发上述对赌条款，若是，

说明相应安排、解决措施； 

经查阅公司提供的对赌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审计报告》以及 2019年未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等，对是否触发对赌条款情况分析如下： 

1、人才创业对公司 2017 年至 2019年的对赌业绩要求及触发情况 

根据查阅与人才创业签订的对赌条款，公司 2017年、2018 年、2019年完成

以下经营目标：“2017年至2019年三年标的公司实现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准，财务数据以经各方同意委托的

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审计所需费用由公司承

担）”。若迈威通信未能达成上述业绩承诺的 90%，即迈威通信 2017 年至 2019

年实现的经审计确认的扣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4,500 万元的，人才创业可

按照协议约定要求进行股份回购、股份补偿或现金补偿。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的财务数据，公司 2017 年、

2018年、2019年（未经审计）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营业利润 20,227,989.30 19,856,953.19 4,350,230.44 44,435,172.93 

净利润 18,135,071.47 17,121,616.91 2,317,283.99 37,573,972.37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17,043,930.55 15,334,211.34 12,666,132.76* 45,044,274.65 

注：鉴于迈威有限于 2017 年 11 月新设员工持股平台维清合伙以及臻盛合伙，并由 2 个持股平台对公

司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 1 元/1 元注册资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相关要求以及

实施要件规定，本次臻盛合伙与维清合伙增资部分应当认定为股份支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应用指南的要求，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应当按照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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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允价值。公司依据的每 1 元注册资本的公允价值参考最近一期外部投资者的入股价格，即 2018 年 1月

人才创业和人才创新的增资价格 9.45 元/1 元注册资本为基准，确定授予日股权的公允价格，股权激励行

权价格与公允价格的差额作为授予员工权益工具的价值。本次增资时按照立即可行权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在 2017 年计提管理费用及资本公积 1,052.03 万元。根据《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二）》：“确认股

份支付费用时，对增资或受让的股份立即授予或转让完成且没有明确约定服务期等限制条件的，原则上应

当一次性计入发生当期，并作为偶发事项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对设定服务期等限制条件的股份支付，股份

支付费用可采用恰当的方法在服务期内进行分摊，并计入经常性损益。”公司本次因股份支付确认的管理

费用，对增资股份立即授予且没有明确约定服务期等限制条件，具有偶发性，与公司正常业务无直接关系。

因此，其应列示在非经常性损益中。故 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显著高于当年净利润。 

根据上述财务数据，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

计为 45,044,274.65 元，满足人才创业对赌业绩目标要求的 4,500万元，故公司

未触发与人才创业的业绩补偿条款。 

鉴于公司 2019 年度的净利润数据尚未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如下说明及承诺： 

“鉴于公司 2019 年度的净利润数据尚未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如按照具有证券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字

（2019）第 2-00760 号”《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数据计算，并假设 2019 年第四

季度的净利润数据为零。 

（1）假设按照该数据计算，如人才创业要求公司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根

据双方协议约定，进行股份回购的价格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i）要求收购的股权比例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ii）要求收购的股权比

例对应的投资额本金及按每年 8%（复利）计算的资金机会成本回报（计算时从实

际增资之日计算至发出收购通知之日）；（iii）公司最近一期融资估值计算的投

资方持股份额对应的价值；以上三者中较高者确定。 

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故按照报告期末的

财务数据计算股份回购价格及价款情况如下： 

（i）按照要求收购的股权比例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计算：截止 2019年 9

月 30 日，母公司净资产为 86,567,374.87 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支付

股份回购款约为 124.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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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按照要求收购的股权比例对应的投资额本金及按每年 8%（复利）计算

的资金机会成本回报（计算时从实际增资之日计算至发出收购通知之日）计算：

人才创业的投资本金为 300万元，如按照按每年 8%（复利）计算，则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应当支付股份回购款约为 377.91万元； 

（iii）按照公司最近一期融资估值计算的投资方持股份额对应的价值计算：

公司最近一期的融资为烽火集成向公司投资，融资价格为 9.45元/1元注册资本，

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支付股份回购款约为 300.04万元； 

（2）如人才创业要求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进行

股份补偿的股权比例按照以下原则确定：获得补偿股权比例的计算方式为:(1-公

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年经审计的累计净利润/目标净利润)*人才创业

届时持股比例。按照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计算人才创业获

得的补偿股权比例约为 0.49%。 

（3）如人才创业要求公司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进行

现金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原则确定：获得的补偿现金的计算方式为:(1-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年经审计的累计净利润/目标净利润)*人才创业本

次投资总额。按照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计算人才创业获得

的现金补偿金额约为 102.96 万元。 

综上所述，本人承诺，如人才创业要求本人履行股份回购或现金/股份补偿

义务的，本人将以不少于 377.91 万元的自有资金承担股份回购款/现金补偿款，

或以自有的不少于 0.49%的公司股份承担股份补偿义务。” 

经访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其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具备履行可

能存在的现金/股份补偿或股份回购承诺的能力。 

2、智慧城市对公司 2017 年的对赌业绩要求 

根据查阅与智慧城市签订的对赌条款，公司 2017年完成以下经营目标：“公

司 2017 年度税后净利润（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下同）为不低于 1,260万元人民币。”若迈威通信未

能达成上述业绩承诺的 95%，即迈威通信 2017 年经审计确认的扣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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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净利润低于 1,197万元的，智慧城市可按照协议约定要求进行现金补偿。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7 年的财务数据，公司 2017 年净利润为 2,317,283.9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12,666,132.76元，满足智慧城市要求的 1,197

万元业绩目标，公司未触发与智慧城市的业绩对赌条款。 

鉴于智慧城市尚未对公司 2017 年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

据进行书面确认，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如下说明及承诺： 

“鉴于智慧城市尚未对公司 2017 年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数据进行书面确认，如按照具有证券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字

（2019）第 2-00760号”《审计报告》中确认的 2017年净利润 2,317,283.99元

为基数计算，如智慧城市要求公司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进

行现金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原则确定：补偿金额=(1-2017 年度净利润(万

元)/1260 万元)*700 万元，计算得出智慧城市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约为 517.26

万元。 

本人承诺，如智慧城市要求本人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本人将以不少于

517.26 万元的自有资金承担现金补偿义务。 

3、烽火集成对公司 2018 年、2019年的对赌业绩要求 

根据查阅与烽火集成签订的对赌条款，公司 2018年、2019 年应完成以下经

营目标：“标的公司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任一年度的实际扣非净利

润未能达到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60%，按本协议第四条执行。…… 

遇有以下情形，且甲方未能将其所持有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方的情况下，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回购其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4）标的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任一年度的应收账款余额原值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

比例超过 90%。”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8年及 2019 年的财务数据，公司 2018 年、2019年净利

润、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未经审计）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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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扣非净利

润占年度

承诺扣非

净利润的

比例 

应收账款余额

原值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

余额原值

占当年度

营业总收

入比例 

2018 年度 15,334,211.34 90.20% 28,016,974.72 54,796,551.24 51.13% 

2019 年度

（未经审

计） 

17,043,930.55 81.16% 36,285,150.29 66,003,816.90 54.97%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数据，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实

际扣非净利润均超过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60%，2018 年、2019 年度的应收账

款余额原值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比例均未超过 90%，满足烽火集成的业绩目标，

公司未触发与烽火集成的业绩对赌条款。 

鉴于公司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数据尚未审计，且未由

烽火集成书面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如下说明及承诺： 

“鉴于公司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应收账款以及营业收入数据尚未审计，且

未由烽火集成书面确认，若经审计后的数据触发业绩对赌条款，本人承诺，按照

对赌协议约定履行烽火集成对本人要求的股份回购义务。”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 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预测的财务数据，公

司目前未触发对人才创业、智慧城市及烽火集成的对赌条款。同时，公司实际控

制人周厚明出具承诺，如经审计的数据与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不一致，且经审计

的数据触发上述对赌条款的，将由其承担相应的业绩对赌补偿义务。 

（三）对赌条款的履行对公司股权稳定性、内部治理、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 

1、对赌条款的履行对公司股权稳定性的影响 

公司自然人股东周厚明直接持有公司 44.86%的股份，并通过担任臻盛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可支配臻盛合伙持有的公司 11.30%的表决权，合计可支配

的表决权为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的 56.16%，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对赌协议的约定，人才创业、智慧城市及烽火集成有权在对赌协议约定

的回购情形发生时要求实际控制人周厚明根据约定的价格回购其所持公司股份。

届时，如果触发业绩对赌约定，投资人行使该等权利，周厚明有义务依约回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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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所持公司股份，回购后将增加实际控制人周厚明持有公司的股份，不会改变

公司实际控制权，不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实质性影响。 

根据对赌协议的约定，人才创业及烽火集成有权在触发对赌条款时，要求实

际控制人周厚明根据约定的股份数计算方式向投资人无偿转让相应的股份。届时，

如投资人行使该等权利，周厚明有义务依约向其转让所持公司股份，鉴于人才创

业及烽火集成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较低，合计不超过 6.22%，根据公司已经实现

的财务数据测算（假设 2019 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数据为零）周厚明补偿比例也

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2.17%，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较大变动，也不会导

致周厚明实际控制人地位的变化。 

2、对赌条款的履行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 

（1）对组织机构的影响 

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三会一层”的治理结构。人才创业、智慧城市、烽

火集成合计持有公司 9.58%股份，公司实际控制、控股股东周厚明及公司其他非

投资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90.42%股份，超过《公司章程》对特殊表决事项“必须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所需的持股比例，因此，对

赌协议是否履行对股东大会的有效运行不构成实质影响。 

公司董事为周厚明、胡浩、周红桥、严红霞、谭歆浩，公司监事为李小川、

刘琴、郭菁，上述人员均按照公司《公司章程》规定选举产生。无论对赌协议是

否履行，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将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进行选举、任免，董

事会、监事会将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作出有效决议。因此对赌协议是否履行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运行不构成实质

影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周厚明、陈晓、舒张，无外部投资者委派高级管理

人员，均为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能够有效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各

项战略、方针和政策，因此，对赌协议是否履行对公司管理层的运行不构成实质

障碍。 

（2）对公司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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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经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投资制度》、《对外担保

制度》、《关联交易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具体制度，且该等制度已生

效并实施。对赌协议履行与否不会影响相关组织机构的有效运行，亦不会影响相

关组织机构依照其意图维持或修改制度，因此对赌协议履行与否不会对公司制度

的制定、修改和实施产生实质影响。 

3、对赌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组织机构以及各项制度均能够得以有效运转或实施，对赌协议的履行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稳定性能够得以有效维持。公司经营管理

层对公司的战略规划、政策、方针的执行和具体实施均能够有效控制，不会发生

变化；机构投资者均为合伙企业，主营业务与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存在重合或相似。

机构投资者均为公司的财务投资人，公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均不依赖于

机构投资者；公司的生产经营目标能够保持持续性，因此，对赌协议不会对公司

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综上所述，对赌条款的履行不会对公司股权稳定性、内部治理、生产经营产

生实质性影响。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上述对赌协议中权利义务主体分别为人才创业、智

慧城市、烽火集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该等对赌协议

不存在违反《合同法》、《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

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

条款》的相关规定，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协议条款内容，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明确；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

将由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使用其自有股权、自有和筹集资金承

担股份回购或股份/现金补偿义务，业绩补偿方式具体明确可执行，不会产生潜

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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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预测的财务数据，公司业绩未

触发对人才创业及智慧城市的对赌条款。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承诺，

如经审计的数据与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不一致，且经审计的数据触发上述对赌条

款的，将由其承担相应的业绩对赌补偿义务。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对赌条款的履行不会对公司股权稳定性、内部治理、

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回复】 

（一）对赌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

性规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清晰明确，是否可执行，是否存在潜在纠纷，现金补

偿、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

构”之“（五）其他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与人才创业及人才创新投资协议涉业绩对赌 

…… 

人才创业与迈威通信股东周厚明、肖舸、张曙辉、周春荣、臻盛合伙及维清

合伙签订的对赌协议中权利义务主体分别为人才创业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

人才创业与公司股东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存在违反《合同法》、《公司法》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

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及《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的相关规定，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及

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上述条款内容，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明确。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

将由实际控制人周厚明承担股份回购或股份/现金补偿义务：（1）按照协议约定

的价格对人才创业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回购；（2）按照协议约定的股份

比例或现金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对人才创业进行股份或现金补偿。上述业绩补偿

方式具体明确可执行。股东周厚明已出具承诺，若触发股份回购或转让条款，其

保证使用其自有股权、自有和筹集资金完成相关股份收购或股份/现金补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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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占用公司资金。故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周厚明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

业绩补偿义务，提供现金补偿及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不会产生潜在纠纷。 

” 

“二、与烽火集成协议涉业绩对赌 

…… 

烽火集成与公司股东周厚明签署的对赌协议为《投资协议之附加协议》与《<

投资协议之附加协议>之补充协议》，权利义务主体分别为烽火集成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周厚明。烽火集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存在违反

《合同法》、《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以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的

相关规定，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上述条款内容，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明确。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

将由实际控制人周厚明承担股份回购及股份补偿义务：（1）按照协议约定的价

格对烽火集成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收购；（2）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对烽

火集成进行股份补偿。上述业绩补偿方式具体明确可执行。股东周厚明出具承诺，

若触发股份回购或股份补偿条款，其保证使用其自有股份以及自有和筹集资金

完成对烽火集成的相关股份收购或股份补偿，不会占用公司资金。故如触发业绩

对赌条款的，周厚明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义务，提供股份补偿、

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不会产生潜在纠纷。 

” 

“三、与智慧城市协议涉业绩对赌 

…… 

智慧城市与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签署的对赌协议为《补充协议三》，权利

义务主体分别为智慧城市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智慧城市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存在违反《合同法》、

《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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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

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的相关规定，亦

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全国股转系统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上述条款内容，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晰明确。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

将由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承担股份回购及现金补偿义务：（1）按

照协议约定的价格对智慧城市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收购；（2）按照协议

约定的现金补偿计算的金额对智慧城市进行现金补偿。上述业绩补偿方式具体

明确可执行。股东周厚明出具承诺，若触发股份回购或现金补偿条款，其保证使

用其自有和筹集资金完成对智慧城市的相关股份收购或现金补偿，不会占用公

司资金。故如触发业绩对赌条款的，周厚明将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

义务，提供现金补偿、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不会产生潜在纠纷。” 

（二）结合报告期内及期后经营数据，分析是否触发上述对赌条款，若是，

说明相应安排、解决措施；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

构”之“（五）其他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与人才创业及人才创新投资协议涉业绩对赌 

…… 

根据上述对赌协议，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标的公司实现的累计净利

润不低于 5,0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准），若公司未能

达成上述业绩承诺的 90%，即 2017 年至 2019 年实现的经审计确认的扣非经常性

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4,500万元的，人才创业可按照协议约定要求进行股份回购、

股份补偿或现金补偿。 

经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未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总计为 45,044,274.65 元，满足人才创业对赌业绩目标要求的

4,500 万元，故公司未触发与人才创业的业绩补偿条款。 

鉴于公司 2019年度的净利润数据尚未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如下说明及承诺： 



18 

“鉴于公司 2019年度的净利润数据尚未由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如按照具有证券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

字（2019）第 2-00760 号”《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数据计算，并假设 2019 年第

四季度的净利润数据为零。 

1. 假设按照该数据计算，如人才创业要求公司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根据

双方协议约定，进行股份回购的价格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i）要求收购的股权比例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ii）要求收购的股权

比例对应的投资额本金及按每年 8%（复利）计算的资金机会成本回报（计算时

从实际增资之日计算至发出收购通知之日）；（iii）公司最近一期融资估值计

算的投资方持股份额对应的价值；以上三者中较高者确定。 

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故按照报告期末的

财务数据计算股份回购价格及价款情况如下： 

（i）按照要求收购的股权比例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计算：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母公司净资产为 86,567,374.87 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支付

股份回购款约为 124.27 万元； 

（ii）按照要求收购的股权比例对应的投资额本金及按每年 8%（复利）计

算的资金机会成本回报（计算时从实际增资之日计算至发出收购通知之日）计算：

人才创业的投资本金为 300 万元，如按照按每年 8%（复利）计算，则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应当支付股份回购款约为 377.91万元； 

（iii）按照公司最近一期融资估值计算的投资方持股份额对应的价值计算：

公司最近一期的融资为烽火集成向公司投资，融资价格为 9.45 元/1 元注册资

本，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支付股份回购款约为 300.04 万元； 

如人才创业要求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进行股份补

偿的股权比例按照以下原则确定：获得补偿股权比例的计算方式为:(1-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年经审计的累计净利润/目标净利润)*人才创业届

时持股比例。按照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数据，计算人才创业获得

的补偿股权比例约为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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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人才创业要求公司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进行现

金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原则确定：获得的补偿现金的计算方式为:(1-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年经审计的累计净利润/目标净利润)*人才创业本次投资

总额。按照公司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计算人才创业获得的现金

补偿金额约为 102.96万元。 

综上所述，本人承诺，如人才创业要求本人履行股份回购或现金/股份补偿

义务的，本人将以不少于 377.91万元的自有资金承担股份回购款/现金补偿款，

或以自有的不少于 0.49%的公司股份承担股份补偿义务。 

” 

“二、与烽火集成协议涉业绩对赌 

…… 

根据上述对赌协议，公司 2018 年、2019 年应完成以下经营目标：“标的公

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任一年度的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能达到年度

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60%，按本协议第四条执行。…… 

遇有以下情形，且甲方未能将其所持有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方的情况下，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回购其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4）标的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任一年度的应收账款余额原值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

比例超过 90%。”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8年及 2019年的财务数据，公司 2018 年、2019 年净利

润、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未经审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扣非净利

润占年度

承诺扣非

净利润的

比例 

应收账款余额

原值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余

额原值占当

年度营业总

收入比例 

2018 年

度 
15,334,211.34 90.20% 28,016,974.72 54,796,551.24 51.13% 

2019 年

度（未审
17,043,930.55 81.16% 36,285,150.29 66,003,816.90 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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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数据，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实

际扣非净利润均超过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60%，2018 年、2019 年度的应收账

款余额原值占当年度营业总收入比例均未超过 90%，满足烽火集成的业绩目标，

公司未触发与烽火集成的业绩对赌条款。 

鉴于公司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数据尚未由烽火集成书

面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如下说明及承诺： 

“鉴于公司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应收账款以及营业收入数据尚未审计，若

经审计后的数据触发业绩对赌条款，本人承诺，按照对赌协议约定履行烽火集成

对本人要求的义务。” 

” 

“三、与智慧城市协议涉业绩对赌 

…… 

根据上述对赌协议，公司 2017 年度税后净利润（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不低于 1,260 万元人

民币。若公司未能达成上述业绩承诺的 95%，即公司 2017 年经审计确认的扣非

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1,197 万元的，智慧城市可按照协议约定要求进行现

金补偿。根据公司 2017 年净利润为 2,317,283.9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为 12,666,132.76 元，满足智慧城市要求的 1,197 万元业绩目标，公司未

触发与智慧城市的业绩对赌条款。 

鉴于智慧城市尚未对公司 2017年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

据进行书面确认，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如下说明及承诺： 

“鉴于智慧城市尚未对公司 2017年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数据进行书面确认，如按照具有证券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审

字（2019）第 2-00760号”《审计报告》中确认的 2017年净利润 2,317,283.99

元为基数计算，如智慧城市要求公司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根据双方协议约定，

进行现金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原则确定：补偿金额=(1-2017 年度净利润(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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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260 万元)*700 万元，计算得出智慧城市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约为 517.26

万元。 

本人承诺，如智慧城市要求本人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本人将以不少于

517.26 万元的自有资金承担现金补偿义务。”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业绩未触发对人才创业及智慧

城市的对赌条款。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出具承诺，如经审计的数据与公

司提供的财务数据不一致，且经审计的数据触发上述对赌条款的，将由其承担相

应的业绩对赌补偿义务 。 

” 

（三）对赌条款的履行对公司股权稳定性、内部治理、生产经营的影响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

构”之“（五）其他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 

根据对赌协议的约定，若触发对赌条款约定时，人才创业、智慧城市及烽火

集成要求实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回购其所持公司股份或现金补偿

的，回购或现金补偿后，实际控制人周厚明持有公司股份将增加或不变，不会对

公司股权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若触发对赌条款约定时，人才创业及烽火集要求实

际控制人周厚明（及其配偶贺仙菊）采用股份补偿时，根据公司已经实现的财务

数据测算（假设 2019 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数据为零）周厚明补偿比例也不超过

公司总股份的 2.17%，也不会导致周厚明实际控制人地位的变化，不会对公司的

股权稳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三会一层”的治理结构。已经制定了《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投资制度》、《对外担保制度》、《关联交易

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具体制度，且该等制度已生效并实施。机构

投资者均为公司的财务投资人，公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均不依赖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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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若触发对赌条款且履行时，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稳定性、内部治理、生产

经营的产生重大不利情况。 

” 

【律师回复】 

详见《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关于新冠疫情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请公司进一步补充说明疫情

发生以来公司如何开展生产经营，前期产成品储备是否能支撑目前业务开展，疫

情期间业务订单签署情况，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能否正常履行，若否，采取的应

对措施，截止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请主办券商、会计师就上述疫情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的影响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全国范围内的企业复

工复产均受到影响，湖北省作为疫情严重地区，根据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湖北省企业复工复产受到严格管控。公司生产经营、业

务开展、合同履行、财务状况受到一定程度的短期不利影响，具体影响分析如下： 

1、生产经营 

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服务于智能交通、

新能源、电力自动化、环境及设施监控管理系统、工业自动化等领域，下游客户

主要分布在电力、交通、市政、煤炭冶金等行业。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建设工程

的工业自动化项目，受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招标、采购、实施和结算周期的影

响，通常销售额在下半年会高于上半年，季节性特征较为明显。一季度受春节假

期和天气等影响，收入和利润占比较小。 

疫情期间，公司根据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暂

缓开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启动一系列防疫响应措施：①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建立防控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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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方案，科学规范做好疫情防控，对应急物资保障、员工管理、相关区域卫生等

各方面进行了部署；②加强对全体员工的疫情防控宣传和培训工作，提升员工自

我保护意识，引导员工坚定信心，积极面对；③强化防控措施，加强相关区域全

面消毒杀菌，确保环境卫生；④进一步加强员工管理，遵守隔离管控规定，每日

跟踪员工身体健康状况；⑤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疫情期间公司未开展生产工

作，销售等业务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组织员工开展。对于疫情期间部分正在履行

的销售合同，公司将春节假期前已经备好的相关产品通过顺丰快递发送给客户。 

截止本反馈回复签署日，公司全体员工未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或

疑似病例。公司已经武汉东湖高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复，于

2020年 3月 19日起正式复工，日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 

2、业务开展 

根据行业特点和市场需求情况，公司在春节假期前已提前备好相关产品和原

材料，能够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与经营。疫情期间，公司存货储备情况与疫情发

生前不存在重大变化，库存商品储备较为充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31 

原材料 5,477,799.99 5,218,236.68 5,378,336.93 

在产品 994,673.61 644,292.08 695,048.45 

库存商品 4,670,226.64 4,756,767.09  5,487,528.42 

自制半成品 1,678,076.70 1,952,990.07 2,223,599.55 

合计 12,820,776.94 12,572,285.92 13,784,513.35 

注：2019年 12月 31 日和 2020 年 1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1）采购业务方面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工业交换机芯片、印制电路板、电阻、电容、电源模块、

前面板、外壳、各类接头、线缆等，疫情发生期间公司原材料已有库存较为充足，

且因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公司未开展生产工作。

随着疫情得到良好控制，公司上游供应商基本已逐步复产复工，公司后续原材料

采购业务基本能够恢复正常。 

（2）销售业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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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春节假期和天气双重影响，1-2月系公司传统销售淡季，疫情发生期间公

司已储备了一定规模的存货，能够满足客户正常的需求。从疫情发生至今，公司

与下游客户之间均未发生合同违约的情况。同时，公司客户多为长期客户，疫情

的发生不会影响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长期合作。目前，公司客户主要分布在华北、

华东等非湖北地区，均已复工复产，销售业务的开展未因疫情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3、合同履行 

公司根据客户实际需求情况进行设计和生产，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业务模式，

公司各种型号产品均有一定的备货量，虽然受疫情影响，公司延期复工复产，但

公司与上下游客户之间均未发生合同违约的情况。截至本反馈回复签署日，公司

已经武汉东湖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复正式复工复产，与供应商及客户协调合

同履行相关事宜，全力降低新冠疫情对合同履行的不利影响。截至 2020 年 3 月

20日，本年度公司已签署销售合同 495.64万元，意向订单约 350.00万元。 

4、财务状况 

受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 1-2月营业收入（未经审计）相比 2019年 1-2月

营业收入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公司 2020 年 1-2 月与 2019 年度、2018 年度同

期营业收入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4,836,753.17 6,561,890.40 3,036,327.90 

2020 年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6,327.90 元，相较 2019 年 1-2 月下

降 53.73%，相较 2018年 1-2 月下降 37.22%。截止 2020年 3 月 20日，本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4,386,157.65 元，随着湖北省疫情防控取得根本性控制，快递

运输的全面恢复，公司订单将陆续发货，收入整体受到的影响较小。待疫情结束

后，抑制的需求释放或将有效弥补前期的销量损失。从长期来看，公司还将保持

稳定增长态势。 

截至 2020年 3月 2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6,353,396.04 元，待赎回银

行理财 8,000,000.00 元，合计 24,353,396.04 元，流动资金能够保证公司正常

运转需求；同时，公司将加强应收账款分类管理和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确认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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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客户还债能力，尽量减少应收账款无法按期回收的风险，有利于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的改善；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合作，在有资金需求时通过贷款等方

式筹集资金；充分利用在股转系统挂牌的契机，在挂牌成功后通过定向增发等方

式拓宽公司资金来源。 

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不会因货币资金的不足给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带来不利影

响，且随着公司及行业上下游的陆续复工复产，公司资金状况、财务状况将进一

步好转。 

综上，此次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短期负面影响，但影响相对有限，

随着全国新冠疫情特别是湖北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生产经营已逐步恢复正

常；公司已在春节假期前已提前备好相关产品和原材料，与上下游客户之间均未

发生合同违约的情况；公司流动资金基本可满足公司正常运营，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待疫情结束后，抑制的需求释放或将有效弥补前

期的销量损失。从长期来看，公司还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因此，此次疫情未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访谈了公司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等，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对公司的具体影响；查阅了公司 2020年1-2月的销售合同清单及重大销售合同；

查阅了公司 2020 年 1-2 月营业收入明细账；核查公司报告期内至本次反馈回复

日之间的业务开展情况；查阅了东湖高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同意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复工的批复》。 

二、分析过程 

经核查，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开展、合同履行、财务状况受到一定程度的短

期不利影响，具体影响分析如下： 

1、生产经营 

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服务于智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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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电力自动化、环境及设施监控管理系统、工业自动化等领域，下游客户

主要分布在电力、交通、市政、煤炭冶金等行业。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建设工程

的工业自动化项目，受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招标、采购、实施和结算周期的影

响，通常销售额在下半年会高于上半年，季节性特征较为明显。一季度受春节假

期和天气等影响，收入和利润占比较小。 

疫情期间，公司根据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暂

缓开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启动一系列防疫响应措施：①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建立防控与应

急方案，科学规范做好疫情防控，对应急物资保障、员工管理、相关区域卫生等

各方面进行了部署；②加强对全体员工的疫情防控宣传和培训工作，提升员工自

我保护意识，引导员工坚定信心，积极面对；③强化防控措施，加强相关区域全

面消毒杀菌，确保环境卫生；④进一步加强员工管理，遵守隔离管控规定，每日

跟踪员工身体健康状况；⑤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疫情期间公司未开展生产工

作，销售等业务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组织员工开展。对于疫情期间部分正在履行

的销售合同，公司将春节假期前已经备好的相关产品通过顺丰快递发送给客户。 

截止本反馈回复签署日，公司全体员工未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或

疑似病例。公司已经武汉东湖高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复，于

2020年 3月 19日起正式复工，日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 

2、业务开展 

根据行业特点和市场需求情况，公司在春节假期前已提前备好相关产品和原

材料，能够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与经营。疫情期间，公司存货储备情况与疫情发

生前不存在重大变化，库存商品储备较为充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31 

原材料 5,477,799.99 5,218,236.68 5,378,336.93 

在产品 994,673.61 644,292.08 695,048.45 

库存商品 4,670,226.64 4,756,767.09  5,487,528.42 

自制半成品 1,678,076.70 1,952,990.07 2,223,599.55 

合计 12,820,776.94 12,572,285.92 13,784,513.35 

注：2019年 12月 31 日和 2020 年 1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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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业务方面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工业交换机芯片、印制电路板、电阻、电容、电源模块、

前面板、外壳、各类接头、线缆等，疫情发生期间公司原材料已有库存较为充足，

且因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公司未开展生产工作。随

着疫情得到良好控制，公司上游供应商基本已逐步复产复工，公司后续原材料采

购业务基本能够恢复正常。 

（2）销售业务方面 

因春节假期和天气双重影响，1-2月系公司传统销售淡季，疫情发生期间公

司已储备了一定规模的存货，能够满足客户正常的需求。从疫情发生至今，公司

与下游客户之间均未发生合同违约的情况。同时，公司客户多为长期客户，疫情

的发生不会影响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长期合作。目前，公司客户主要分布在华北、

华东等非湖北地区，均已复工复产，销售业务的开展未因疫情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3、合同履行 

公司根据客户实际需求情况进行设计和生产，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业务模式，

公司各种型号产品均有一定的备货量，虽然受疫情影响，公司延期复工复产，但

公司与上下游客户之间均未发生合同违约的情况。截至本反馈回复签署日，公司

已经武汉东湖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复正式复工复产，与供应商及客户协调合

同履行相关事宜，全力降低新冠疫情对合同履行的不利影响。截至 2020 年 3 月

20日，本年度公司已签署销售合同 495.64万元，意向订单约 350.00万元。 

4、财务状况 

受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 1-2月营业收入（未经审计）相比 2019年 1-2月

营业收入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公司 2020 年 1-2 月与 2019 年度、2018 年度同

期营业收入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4,836,753.17 6,561,890.40 3,036,327.90 

2020 年 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6,327.90 元，相较 2019 年 1-2 月下

降 53.73%，相较 2018年 1-2 月下降 37.22%。截止 2020年 3 月 20日，本年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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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现营业收入 4,386,157.65 元，随着湖北省疫情防控取得根本性控制，快递

运输的全面恢复，公司订单将陆续发货，收入整体受到的影响较小。待疫情结束

后，抑制的需求释放或将有效弥补前期的销量损失。从长期来看，公司还将保持

稳定增长态势。 

截至 2020年 3月 2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6,353,396.04 元，待赎回银

行理财 8,000,000.00 元，合计 24,353,396.04 元，流动资金能够保证公司正常

运转需求；同时，公司将加强应收账款分类管理和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确认欠

款客户还债能力，尽量减少应收账款无法按期回收的风险，有利于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的改善；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合作，在有资金需求时通过贷款等方

式筹集资金；充分利用在股转系统挂牌的契机，在挂牌成功后通过定向增发等方

式拓宽公司资金来源。 

公司财务状况稳定，不会因货币资金的不足给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带来不利影

响，且随着公司及行业上下游的陆续复工复产，公司资金状况、财务状况将进一

步好转。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此次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短期负面影响，

但影响相对有限，随着全国新冠疫情特别是湖北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生产

经营已逐步恢复正常；公司已在春节假期前已提前备好相关产品和原材料，与上

下游客户之间均未发生合同违约的情况；公司流动资金基本可满足公司正常运营，

2020 年 1-2 月营业收入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待疫情结束后，抑制的需求释放

或将有效弥补前期的销量损失。从长期来看，公司还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因此，

此次疫情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会计师回复】 

详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意见》。 

3、公司报告期前五大客户中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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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以上上市公司在公开市场披露内容是否与公司本次申请

文件披露内容相一致，如存在差异，请公司补充披露差异原因，并请主办券商、

会计师就差异原因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第 3季

度报告》；查阅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1 月上市）《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2018 年年度报告》、《2019年第 3 季度报告》，主办券

商用关键字“迈威通信”、“迈威”等在上述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文件中进行了检

索，未发现上述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文件中存在迈威通信的相关数据；同时主办

券商核查了迈威通信和上市公司发生的销售金额，并与该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

供应商的采购金额进行了比对，销售金额均低于采购金额，说明迈威通信不是上

述上市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不在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的范围内。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前五大客户中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文件中不存在迈威通信的相关数据，迈威通信不

是上述上市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不在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的范围内。 

【会计师回复】 

详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意见》。 

4、根据前次回复，公司 2017 年向迈威光电采购和销售内容中均存在交换机、

设备联网产品、其他类产品。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采购和销售中是否存在同

一种产品，若存在，核查采购和销售定价情况，以上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是否虚增收入、成本，是否进行利益输送，说明核查程序，提供相关依据并发表

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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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与迈威光电业务合作的相关采购和销售合同、会计凭证、发票、

入库单、出库单、银行回单等原始资料，并将发票等与合同、财务数据进行抽查

核对； 

2、对公司与迈威光电发生的采购和销售额进行发函，查看回函情况； 

3、对公司与迈威光电发生的往来款进行抽查，并与公司的银行流水核对； 

4、执行分析程序：根据抽查的原始资料，比照对其他公司的交易，分析采

购和销售定价的合理性；查阅采购和销售明细记录（含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等），

交叉比对采购和销售商品的重合度，并依据出入库单、发货单等原始凭证，分析

购销业务的合理性； 

5、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 

二、分析过程 

1、交易原因 

2017 年，迈威光电逐步退出原从事的工业互联网通信产品行业，公司根据

生产需要采购了迈威光电的部分产成品、原材料等；另外，因迈威光电于报告期

之前，处置了绝大多数的生产经营用设备，已基本不再具备工业互联网通信产品

的生产能力，而为满足部分老客户的采购需求，且存在因交换机产品种类较多、

每一种类产品规格型号亦较多而导致的现有库存产品无法满足交付要求的情形，

迈威光电自公司采购了其客户要求的种类型号的产品。截至 2017 年末，迈威光

电完全退出工业互联网通信产品行业，仅从事房屋租赁业务。 

2、同一名称、规格型号主要产品采购、销售单价对比 

经核查，2017年度，公司存在向迈威光电既采购又销售的情形，采购和销售

的产品中存在同一名称、规格型号的交换机、设备联网产品等。公司向迈威光电

销售同一名称、规格型号的产品总金额为 66.64万元，其中交换机产品为 46.99

万元，占比超过 70.51%，且单价相对较高，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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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向迈威光电采购和销售同一名称、规格的产品 

 
规格型号 

向迈威光电采购 向迈威光电销售 向所有客户销售 

采购单价 采购金额 销售单价 销售金额 销售单价 销售金额 

16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16-AD220 1,021.37 10,213.68 1,105.98 2,211.96 1,262.06 145,136.71 

16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DC24V) MIEN2216-DC24 965.81 91,752.14 1,020.51 5,102.56 1,232.89 130,686.74 

1百兆光 4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DC12-48V) 
MIEN2205-S-SC20、 

MIEN2205-M-SC02 
274.39 6,859.83 384.62 1,538.46 356.77 161,258.56 

24百兆电机架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单路 AD220V) MIEN2024-AD220 1,145.30 5,726.50 1,129.15 182,923.10 942.78 798,538.47 

2百兆光 16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18-2S-SC20-AD220 1,418.81 2,837.61 1,491.45 19,388.88 1,562.58 57,815.37 

2百兆光 6百兆电网管型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6208-2S-SC20-AD220 1,652.14 19,825.64 1,666.66 158,332.70 1,631.03 1,463,036.24 

2百兆光 8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10-2S-SC20-AD220 793.16 11,104.27 823.08 12,346.15 959.2 74,817.94 

4百兆光 4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08-4S-SC20-AD220 1,025.64 2,051.28 1,025.64 52,307.69 1,005.20 124,644.45 

5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DC12-48V) MIEN2205 323.08 8,723.08 337.2 35,743.59 319.37 648,328.45 

向迈威光电销售合计 469,895.09 

 



32 

根据上表可知，对于同一名称、规格型号的交换机产品，公司向迈威光电的

采购单价、销售单价、以及对所有客户销售的平均单价基本一致，交易价格在产

品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参考类似产品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未

损害交易双方的正常利益。 

3、同一名称、规格型号主要产品入库、出库情况 

经核查公司与迈威光电的采购和销售的产品出入库单、发货单等原始凭证，

同一名称、规格型号的交换机产品采购入库和销售出库情况如下： 

交换机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采购入库时间 销售出库时间 

16 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

换机(AD220V) 
MIEN2216-AD220 2017年 9月 2017年 4月、5月 

16 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

换机(DC24V) 
MIEN2216-DC24 2017年 10月 2017年 1月 

1百兆光 4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

太网交换机(DC12-48V) 

MIEN2205-S-SC20、 

MIEN2205-M-SC02 
2017年 9月、11月 2017年 2月 

24 百兆电机架式工业以太网交

换机(单路 AD220V) 
MIEN2024-AD220 2017年 9月 2017年 1月-5 月 

2 百兆光 16 百兆电卡轨式工业

以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18-2S-SC20-

AD220 
2017年 9月 

2017 年 3-5 月、9

月 

2百兆光 6百兆电网管型卡轨式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6208-2S-SC20-

AD220 
2017年 9月 2017年 4月 

2百兆光 8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

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10-2S-SC20-

AD220 
2017年 9月 

2017年 3月、5月、

9月 

4百兆光 4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

太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08-4S-SC20-

AD220 
2017年 9月 2017年 3月 

5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

机(DC12-48V) 
MIEN2205 2017年 11月 

2017年 1月、3月、

4月 

由上表可知，公司向迈威光电销售同一名称、规格型号交换机的时间均早于

其采购的时间，表明公司销售给迈威光电的产品均系其自主生产，而非公司先从

迈威光电采购，后又回售给公司，这与“迈威光电 2017 年已基本不再具备工业

互联网通信产品的生产能力，为满足部分老客户的存量订单需求，向公司采购”

的情况相符。 

4、迈威光电采购公司同一名称、规格型号主要产品的对外销售情况 

经核查迈威光电销售产品的出库单、发货单等原始凭证，迈威光电采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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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名称、规格型号主要产品的对外销售情况如下： 

交换机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采购

数量 

销售

数量 
客户名称 

16 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

网交换机(AD220V) 
MIEN2216-AD220 2台 2台 烟台东方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16 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

网交换机(DC24V) 
MIEN2216-DC24 5台 5台 Axitech Nanosystems Pvt Ltd 

1 百兆光 4 百兆电卡轨式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DC12-

48V) 

MIEN2205-S-SC20、 

MIEN2205-M-SC02 
4台 4台 Axitech Nanosystems Pvt Ltd 

24 百兆电机架式工业以太

网交换机(单路 AD220V) 
MIEN2024-AD220 162台 162台 烟台东方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2 百兆光 16 百兆电卡轨式

工 业 以 太 网 交 换 机

(AD220V) 

MIEN2218-2S-

SC20-AD220 
13台 13台 烟台东方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2 百兆光 6 百兆电网管型

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AD220V) 

MIEN6208-2S-

SC20-AD220 
95台 95台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 百兆光 8 百兆电卡轨式

工 业 以 太 网 交 换 机

(AD220V) 

MIEN2210-2S-

SC20-AD220 
15台 15台 烟台东方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4 百兆光 4 百兆电卡轨式

工 业 以 太 网 交 换 机

(AD220V) 

MIEN2208-4S-

SC20-AD220 
51台 51台 烟台东方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5 百兆电卡轨式工业以太

网交换机(DC12-48V) 
MIEN2205 106台 106台 

烟台东方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Axitech Nanosystems Pvt Ltd 

由上表可知，迈威光电采购公司同一名称、规格型号主要产品均实现了对外

销售，不存在回售给公司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已有订单及合理库存情况进行采购备货，根据客户实际

需求情况进行设计和生产，在产品完工后安排发货；公司不存在开展无商业实质

的交易行为或业务而虚增收入、成本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 2017 年向迈威光电采购和销售真实，具有合

理的商业理由，与迈威光电的交易系基于双方的自主经营行为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公司不存在通过与迈威光电的交易而虚增收入、成本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详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关于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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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迈威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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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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