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股东兴图投资为员工持股平台，具体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三节 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之“五、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
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安排”。

七、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５，５２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股份数为１，８４０．００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７，３６０．００万股，本次发
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程家明 ２，８８６．２９ ５２．２９ ２，８８６．２９ ３９．２２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３６个月

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６４．００ １９．２８ １，０６４．００ １４．４６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３６个月

武汉光谷人才创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５２．１０ ６．３８ ３５２．１０ ４．７８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武汉华汇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０６．００ ５．５４ ３０６．００ ４．１６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珠海汇智蓝健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２４０．３５ ４．３５ ２４０．３５ ３．２７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陈爱民 ２３２．５６ ４．２１ ２３２．５６ ３．１６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３６个月

广东广垦太证现代农业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１５１．９０ ２．７５ １５１．９０ ２．０６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杜成城 １５０．００ ２．７２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４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张伟 ５４．７２ ０．９９ ５４．７２ ０．７４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方梦兰 ５４．７２ ０．９９ ５４．７２ ０．７４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王智勇 ２７．３６ ０．５０ ２７．３６ ０．３７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１２个月

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
限公司 － － ９２．００ １．２５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２４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７５．５６ １．０３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锁
定６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１，６７２．４４ ２２．７２ 无限售期限

合计 ５，５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八、本次发行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程家明 ２，８８６．２９ ３９．２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３６个月

２ 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６４．００ １４．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３６个月

３ 武汉光谷人才创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５２．１０ ４．７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１２个月

４ 武汉华汇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０６．００ ４．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１２个月

５ 珠海汇智蓝健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２４０．３５ ３．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１２个月

６ 陈爱民 ２３２．５６ ３．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３６个月

７ 广东广垦太证现代农业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５１．９０ ２．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１２个月

８ 杜成城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１２个月

９ 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
公司 ９２．００ １．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２４个月

１０ 张伟 ５４．７２ ０．７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１２个月

１０ 方梦兰 ５４．７２ ０．７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１２个月

合计 ５，５８４．６４ ７５．８８

注：自然人股东张伟、方梦兰持股数量相同，并列第十。
九、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跟投组成， 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名称：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

公司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数：９２０，０００股
（四）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５．００％
（五）限售安排：限售期２４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１，８４０．００万股
二、发行价格：２８．２１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市盈率：５１．７０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３．１４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５７元 ／股（按照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９．００元 ／股（以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后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５１，９０６．４０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２０１９﹞２－３７”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本次募集资金５１，９０６．４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５，２８３．６４万元，募
集资金净额４６，６２２．７６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１，８４０．００万股，计入资本公积
４４，７８２．７６万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３，７０９．９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４３．４０

律师费用 １１３．２１
信息披露费用 ５００．００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１７．１２
合计 ５，２８３．６４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十、募集资金净额：４６，６２２．７６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１７，８１８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公司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
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６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
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天健审〔２０１９〕２－５４７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会计信
息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
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但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天健审〔２０１９〕２－５７１号）。本公司上市后将不
再另行披露２０１９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２０１９年１－９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万元） ２２，９４１．５８ ２７，７８８．３３ －１７．４４％

流动负债（万元） ４，９０９．３６ ８，２３２．２９ －４０．３６％

总资产（万元） ２４，４０５．４６ ２９，２１８．３８ －１６．４７％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１７．００％ ２４．５１％ －７．５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２０．３２％ ２８．１８％ －７．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１９，４４６．０９ ２０，９８６．１０ －７．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５２ ３．８０ －７．３７％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万元） ６，８２３．８６ ４，９４８．８２ ３７．８９％

营业利润（万元） －１０１．１５ －２，１６６．９２ －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００．４７ －２，１６６．９０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０３．７２ －１，９６０．２７ －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万元） －１６７．５９ －１，９８６．１１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３７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３８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５２％ －１４．３６％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５％ －１４．５５％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１，４９３．７９ －７４２．０８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２７ ０．１３ １０７．６９％

注１：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注２：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６，８２３．８６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７．８９％，

收入规模的增长主要受下半年重大活动影响，军方部分训练任务提前进行，部
分订单提前下达，公司作为重要的产品供应商为相关任务提供保障，与此相关
的销售收入１，１６２．４６万元，占第３季度营业收入的６０．６０％。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１０３．７２万元和－１６７．５９万元， 较上年同期亏损
幅度显著缩小。公司２０１９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数，主要
系收入季节性特征影响，前三季度营业毛利暂无法覆盖期间费用等其他损益，
当年营业收入预期主要在第四季度确认。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公司流动资产为２２，９４１．５８万元， 较上年末减少
１７．４４％，主要由收回应收账款所致；流动负债为４，９０９．３６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４０．３６％，主要由公司缴纳相关税费导致。

审计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客户、供应商的构成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产品所需原材料价格稳定；
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及销售价格稳定；税收政策在审计截止日后未发生重大
变化。

三、２０１９年度预计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和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 结合

公司正在执行的业务合同、已确认收入历史毛利率、期间费用等情况，公司预
估了２０１９年度的主要业绩数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预计 ２０１８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营业收入 ２２，０５３．８７至２４，３３８．３７ １１．３２％至２２．８４％ １９，８１３．６４

净利润 ５，１５８．６４至６，０９６．６６ ２２．２０％至４４．４２％ ４，２２１．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５，１５８．６４至６，０９６．６６ ２２．２０％至４４．４２％ ４，２２１．３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５，０８２．０２至６，０２０．０５ ２６．５５％至４９．９１％ ４，０１５．９０

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度营业收入、 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较２０１８年度有所增长。主要原因为：随着国防信息化建设力
度持续加强，公司结合在手订单情况并合理预计２０１９年度能够完成签订、实施
及验收的合同情况，预期公司收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上述２０１９年预计经营业
绩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亦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或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科技支行、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对发行人 （甲
方）、保荐机构（丙方）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乙方）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
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科技支行 １２７９０９５９０９１０１８８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科技支行 １２７９０９５９０９１０５１６

３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００５０９１００００７３９３６

４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００５０９１００００７３９２８

兴图新科、保荐机构与上述两家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无重大差异，主要内容为：

１、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３、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胜可、马闪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乙方按月（每月２０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５、甲方从专户中支取任何一笔资金，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通
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得到丙方邮件或传真形式同意后方可允许
甲方支取。

６、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７、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８、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９、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除此之外，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证

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１、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２、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５、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６、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７、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８、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９、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１０、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１、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２、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３、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１４、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玮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８６号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３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２
保荐代表人 陈胜可、马闪亮

联系人 陈胜可、马闪亮

联系方式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３
项目协办人 王静

项目组成员 李雪龙、黄朝镇、白仲发、平成雄、余俊洋、吴泽雄

三、提供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情况
作为兴图新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中泰证券

自公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３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将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并指定陈胜可、 马闪亮作为兴图新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陈胜可先生：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总监，金融学硕士、注册会计
师（非执业）。 曾就职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凯伦股份
（３００７１５）ＩＰＯ项目、蓝英装备（３００２９３）ＩＰＯ项目、嘉美包装（００２９６９）ＩＰＯ项目、
北斗星通（００２１５１）２０１３年配股项目、新华制药（０００７５６）２０１７年非公开发行项
目、１４麻柳（１２５４９３）私募债项目、天泽信息（３００２０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
劲胜精密（３０００８３）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山东国投豁免要约收购中鲁Ｂ（２００９９２）
项目等。陈胜可先生在保荐业务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马闪亮先生：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总监，管理学学士。 负责或参
与了好想你 （００２５８２）ＩＰＯ项目 、 涪陵榨菜 （００２５０７）ＩＰＯ项目 、 豫金刚石
（３０００６４）ＩＰＯ项目、圣农发展（００２２９９）ＩＰＯ项目；诚志股份（０００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非
公开发行项目、大唐发电（６０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方兴科技（６００５５２）
２０１１年财务顾问项目、万业企业（６００６４１）２０１８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项目。 马
闪亮先生在保荐业务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发行人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

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１、发行人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相关

承诺
（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家明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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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
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２、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
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同时，在前述锁定期
届满后四年内，在本人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
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若本人不再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
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
锁定承诺。

４、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若因此给
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本人未积极
承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
人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如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５、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６、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２）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超过５％的股东兴图投资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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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
自动延长六个月。

２、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单位亦将同等遵守上述
锁定承诺。

３、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
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

（３）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含间接持股）超过５％的股东陈爱民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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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
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２、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
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若本人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３、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
锁定承诺。

４、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若因此给
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本人未积极
承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
人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如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５、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６、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４）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超过５％的股东华汇创投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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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股份。

２、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单位亦将同等遵守上述
锁定承诺。

３、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
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

（５）本次发行前合计持股比例超过５％的股东光谷人才创投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投资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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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股份。

２、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投资方亦将同等遵守上
述锁定承诺。

３、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
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

（６）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５％以下的股东广垦太证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投资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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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股份。

２、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投资方亦将同等遵守上
述锁定承诺。

３、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
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

（７）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５％以下的股东汇智蓝健、杜成城、张伟、方梦兰、
王智勇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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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该部分股份。

２、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单位或本人亦将同等遵
守上述锁定承诺。

３、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
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

（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姚小华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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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
自动延长六个月。

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
减持公司股票数量将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若本人卸任公司董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离职后六个月内将不转让公司股票。本人在任期届满前
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规
定。

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锁
定承诺。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人减持之日，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或除息事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若因此给公
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本人未积极承
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人
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如
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孔繁东、王显利承

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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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
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２、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减
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同时，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四年内，在本人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
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若本人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

锁定承诺。
４、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人减持之日，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或除息事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５、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若因此给
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本人未积极
承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
人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如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６、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７、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１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马超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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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
自动延长六个月。

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
减持公司股票数量将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若本人卸任公司董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离职后六个月内将不转让公司股票。本人在任期届满前
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规
定。

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锁
定承诺。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人减持之日，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或除息事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若因此给公
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本人未积极承
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人
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如
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１１）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程解珍、任青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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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股份。

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
量将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若本人卸任公司监事职务，离职后六个
月内将不转让公司股票。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
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规定。

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锁
定承诺。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若因此给公
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本人未积极承
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人
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如
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１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核心技术人员陈升亮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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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该部分股份。

２、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
数量将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同时，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四年内，
在本人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 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若本人卸任公司监事职务，离
职后六个月内将不转让公司股票。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规定。

３、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
锁定承诺。

４、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若因此给
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本人未积极
承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
人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如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５、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６、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１３）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周志祥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和离职后６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 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内，每年转让的
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２５％， 减持比例可以
累积使用。

２、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 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
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３、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４、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
司所有，本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
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
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

２、持股５％以上股东的持股及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
（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家明承诺：
“１、对于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的公司股份，在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本人承诺的相关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监管机关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
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配售方式等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允许的方式进行减持。

２、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减持的股份总额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限
制，并按照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人减持之日，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或除息事项， 则上述承诺的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
整。

４、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
份情形时，本人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５、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解锁期满后减持意向的上述承诺，若本人违反该
等承诺进行减持的，则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至公司、并同意归公司所有。

６、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

７、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２）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超过５％的股东兴图投资承诺：
“１、对于本单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的公司股份，在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及本单位承诺的相关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 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监管机关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的相关规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配售
方式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允许的方式进行减持， 并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本单位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减持股份的价格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的要求。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本单位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不超过本单位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
单位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３、 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关于解锁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意向的上述承诺，若
本单位违反该等承诺进行减持的，则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至公司、并同意
归公司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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