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洁特生物 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２６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特生物”、“本公司”或“发

行人”、“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
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以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
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
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
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就相关风险特别提示
如下：

（一）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

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２０％；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
例为４４％，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科创板进一步放
宽了对股票上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１６．４９元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３４．９３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

益， 每股收益以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代码Ｃ２９）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３０．６８倍，存在未
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三）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数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

量为２２，６７６，２５２股，占发行后总股数的２２．６７６３％。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
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股票异常波动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因而增加了上市初期被加

大杠杆融券卖出导致股价暴跌的风险， 而上交所主板市场则要求上市交易超
过３个月后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此外，科创板股票交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
严重异常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所主板市场规定不同。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的股票价格还
将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状况、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
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
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相同。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新产品市场推广风险

２０１７年公司新推出的细胞工厂、３Ｄ细胞培养支架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
耗材产品尚处于市场推广阶段。 报告期内，细胞工厂、３Ｄ细胞培养支架累计实
现收入３２２．４８万元，报告期内实现的销售规模相对较小。 新产品实现大规模销
售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短期内新产品对公司盈利贡献有限。 因此，新产品可
能存在市场推广不力，无法实现大规模销售的风险。

（二）国内市场拓展风险
目前，国内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市场仍以进口品牌产品为主，２０１８

年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进口品牌市场份额占据整体市场的９４．５％，发行
人２０１８年国内市场（含进口品牌）占有率为０．６１％，占比较低。 由于进口品牌产
品具有先发优势、技术优势及品牌优势，国内市场被进口品牌产品占据绝大部
分份额的局面预计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发行人可能无法迅速、显著地扩大
国内市场份额。发行人面临国内市场拓展风险，从而可能影响发行人未来的经
营业绩增长。

（三）海外销售风险
公司产品对外出口至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

４０余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金额分别为９，７５９．９１万元、１２，８７０．９６
万元、１５，９４９．９５万元和６，７９８．４１万元，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７８．８４％、７７．１９％、７７．６５％和７３．００％。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势复杂多变，公司海外市场的政治及经济环境、

法律环境、贸易产业政策及国际贸易整体环境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如果相关
国家政治环境恶化、 贸易环境欠佳或实施对公司交易产生不利影响的法律政
策，公司的海外市场业务将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
成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自２０１８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拉开序幕，公司出口美国
的产品竞争力面临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下降，进而影
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聚苯乙烯（ＧＰＰＳ）、聚丙烯（ＰＰ）、聚乙烯

（ＰＥ） 等塑料原料。 报告期内， 公司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５１．９０％、５７．８８％、５８．６０％及５９．４８％， 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产
品成本及经营业绩。 聚苯乙烯（ＧＰＰＳ）、聚丙烯（ＰＰ）、聚乙烯（ＰＥ）等是石油的
衍生品，其价格走势与上游石油价格波动密切相关，２０１６年以来，国际石油市
场回暖， 石油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 根据原材料价格变动的敏感性分析，以
２０１８年度数据为例，原材料价格上涨５％，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１．６５％。如果上游
石油价格上涨导致主要原材料价格上升， 而公司不能及时有效地将原材料价
格上涨的压力转移到客户，将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公司面临着原材
料价格波动导致对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五）汇率波动的风险
由于目前全球生物实验耗材市场仍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 因此公司的

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国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９，７５９．９１万
元、１２，８７０．９６万元、１５，９４９．９５万元及６，７９８．４１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７８．８４％、７７．１９％、７７．６５％及７３．００％。 公司外销收入主要以美元计价，人
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报告期内，公
司因汇率变动产生的汇兑损益分别为－２１２．８０万元、１９５．５９万元、－２０２．２６万
元和－５．０６万元，随着海外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公司尚未有外汇对冲
机制，如果未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可能会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
的不利影响。

（六）持续研发和创新未能转化为经营成果的风险
发行人一直重视在产品及技术的持续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投入， 由于发行

人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可能存在偏差， 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的培育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出现发行人持续研发和创新而形成的新产品不被市
场接受的情形，使得公司面临持续研发和创新未能转化为经营成果的风险，从
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七）客户相对集中、依赖主要客户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业务收入分别为６，２１８．０８万元、８，８８８．５８

万元、１０，９３３．３８万元及４，４８７．１８万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５０．１４％、５３．２１％、

５２．７０％及４７．５８％，主要客户相对集中。 ＯＤＭ模式为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报告
期各期公司前五名客户均为ＯＤＭ客户 ， 涉及ＶＷＲ、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Ｇ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Ｇｅｎｅｓｅ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ｅｌｌＴｒｅａ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ｒｇｏｓ等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
对该等ＯＤＭ客户的销售收入占ＯＤＭ模式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８４．５７％、８６．２８％、

８４．１６％及７９．８０％，销售占比较高，公司存在对主要客户依赖的风险。
如果未来公司在技术的提升与创新、 质量保证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不能满

足主要客户的需求， 或出现影响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关系的因素， 如产生纠

纷、国家产业政策变化等情况，或客户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导致公
司面临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八）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风险
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主要用于细胞培养和收获、生物实验移液、生

物分子过滤分离、有机溶液贮存等方面。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作为基础工具
的实验室耗材相关产品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
材在应用时可能需对材料进行特殊的改性处理从而具备某些特定性能， 以满
足生物培养的特殊要求。生物技术进步加速实验室耗材产品升级换代，促进行
业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准确判断市场对生物技术发
展趋势和产品的新需求，或者未能及时掌握新需求应具备的新的关键技术，公
司将面临产品竞争力下降的风险。

（九） 公司２０１９年３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涉及的自然人股东未申报缴纳个
人所得税的风险

公司２０１９年３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时，公司自然人股东袁建华、李明智、陈
长溪存在未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开发区税务局向公司出具了书面答复确认：“关于股份制企
业以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适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
【１９９７】１９８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
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 【１９９８】２８９号） 等相关规
定，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如未
来税务机关关于公司上述资本公积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的认定或股本法规适
用发生变化，公司自然人股东存在因上述事项被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的风险。对
此，相关自然人股东袁建华、李明智、陈长溪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被追缴相
关税款及滞纳金的，将无条件全额承担；如导致公司遭受损失，将无条件向公
司予以补偿。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９１８号文，同意广州洁

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２０〕２４号批

准。 本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洁特生
物”，证券代码“６８８０２６”；其中２２，６７６，２５２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起上市交
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
（三）股票简称：洁特生物
（四）股票扩位简称：洁特生物股份
（五）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２６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２５，０００，０００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２，６７６，２５２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７７，３２３，７４８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１，２５０，０００股
（十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请参见本上市公告

书之“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之“四、（一）本次发行前后
发行人股本情况”

（十二）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
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如下：
１、战略投资者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股份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２、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账户共计２４７个，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１，０７３，

７４８股，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

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本次发行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中

２．１．２条中第一套标准内容，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
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
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为１６．４９亿元， 发行人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
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３，３６７．８０万元和４，７２０．８３万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
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满足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选择的市值
标准和财务指标上市标准，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
条的第一套标准第二款内容：“（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年
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
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ｅｔ Ｂｉ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袁建华

住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斗塘路１号

经营范围

塑料薄膜制造；医疗卫生用塑料制品制造；生物分解塑料制品制造；实
验分析仪器制造；药物检测仪器制造；泡沫塑料制造；日用塑料制品制
造；模具制造；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务（我国稀有和
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国家保护的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开
发除外）；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化学
试剂和助剂销售（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药品研发（人体干细
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除外）；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用品及
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与制造；普通劳动防护用品制造 ；房屋租
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技术进出口；大气污染治理；货物进出口（涉
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 新型诊断试剂的
开发及生产；医疗实验室设备和器具制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制造

主营业务

公司是主要从事细胞培养类及与之相关的液体处理类生物实验室一
次性塑料耗材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生物
培养和液体处理两大类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 并配有少量试
剂、小型实验仪器等，涉及７００余种产品

所属行业 塑料和橡胶制品业

电话 ０２０－３２８１１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２８１１８８８－８０２

电子邮箱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ｅｔｂｉｏｆｉｌ．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陈长溪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袁建华直接持有公司３１，００４，６１７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３１．００４６％； 麦金顿持有公司２，５５６，２０９股， 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５６２％，袁建华持有麦金顿１７．６４１７％的权益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袁建华
通过麦金顿间接持有公司４５０，９５９股股份。 袁建华合计可控制公司３３，５６０，８２６
股的表决权，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３３．５６０８％，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香港洁特直接持有发行人１２，５３３，７８１股， 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３３８％；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为香港洁特的唯一股东， 因此可控制公司１２，５３３，７８１
股的表决权。 袁建华与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系父子关系，合计控制公司４６，０９４，６０７股
的表决权，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４６．０９４６％，共同构成对公司的控制关系，
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所示：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１、袁建华
袁建华，男，１９５２年出生，中国国籍，公民身份号码为３６０１０２１９５２０７ＸＸＸＸＸ

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硕士研究生，南京医学院医学硕士，
主管医师（中级职称）。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２年６月在江西省寄生虫病研究所诊断
研究室担任主任，１９９２年７月至１９９７年５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访
问学者，２００１年４月创办洁特有限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首席科学家，２０１１年５
月至今担任拓展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今担任麦金顿执行事
务合伙人，２０１５年５月至今担任拜费尔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今在
洁特生物担任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袁建华先生历任广东省第十届政协特聘委员、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第五
届理事会理事、广州市海外交流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广州市侨商会第
二届、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２００８年５月，被广州市委统战部、广州市
发改委、广州市经贸委、广州市人事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州市工商业
联合会授予“广州市第二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被广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第二届“广州十大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奖；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被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百家企业活动组委会评为“２０１３中国留学人员创
业园十大领军人物”称号。

２、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
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男，１９７９年出生，加拿大国籍，护照号码为ＨＧ０７ＸＸＸ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文科学士。 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在洁特有限担任国际销
售经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洁特有限担任总经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今在
香港洁特担任董事。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今在洁特生物担任总经理、董事。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先生曾任广州市萝岗区第二届政协特聘委员。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１、董事简介
公司董事会由７名董事组成，其中３名独立董事，设董事长１名。公司现任董

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最近选举或聘任情况 提名人 任期

袁建华 董事长 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香港洁特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 董事 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袁建华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李彬彬 董事 ２０１７年度股东大会 海汇财富 ２０１８－５－１６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华志军 董事 ２０１７年度股东大会 卓越润都 ２０１８－５－１６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陈旭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海汇财富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文生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海汇财富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刘志春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袁建华 ２０１９－１－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２、监事简介
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１名职工代表监事，设监事会主席１

名。 公司现任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最近选举或聘任情况 提名人 任期

姚俊杰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袁建华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李慧伦 监事 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袁建华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吴志义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年第一次职工代表
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３、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最近聘任情况 任期

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 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胡翠枝 副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方想元 总工程师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７－９－１５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陈长溪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１８－４－２６至２０２０－９－１４

４、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公司现任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袁建华 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２ 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 董事、总经理

３ 方想元 总工程师兼工程部部长、研发中心主任

４ 李慧伦 监事、研发中心副主任

５ 张勇 质量部部长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
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情况如下：

数量：股

姓名 现任职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合计

限售期限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袁建华 董事长 ３１，００４，６１７ ３１．００４６％ ４５０，９５９ ０．４５１０％ ３１，４５５，５７６ ３１．４５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
董事、总经理 － － １２，５３３，７８１ １２．５３３８％ １２，５３３，７８１ １２．５３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姚俊杰 监事会主席 － － ２６３，３６９ ０．２６３４％ ２６３，３６９ ０．２６３４％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李慧伦 监事 － － ４６，１９３ ０．０４６２％ ４６，１９３ ０．０４６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吴志义 职工代表监事 － － ２８，６０９ ０．０２８６％ ２８，６０９ ０．０２８６％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胡翠枝 副总经理 － － ２８６，０８６ ０．２８６１％ ２８６，０８６ ０．２８６１％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方想元 总工程师 － － ２８６，０８６ ０．２８６１％ ２８６，０８６ ０．２８６１％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陈长溪
董事会秘 书 、
财务总监 ２９６，８５３ ０．２９６９％ － － ２９６，８５３ ０．２９６９％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起３６
个月

张勇 质量部部长 － － １４３，０４３ ０．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４３ ０．１４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王婧 Ｙｕａｎ Ｙｅ Ｊａｍｅｓ
之配偶 － － ４６０，４０５ ０．４６０４％ ４６０，４０５ ０．４６０４％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７５，０００，０００股， 本次公开发行２５，０００，０００股

股票，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的股本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限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袁建华 ３，１００．４６１７ ４１．３３９５ ３，１００．４６１７ ３１．００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海汇财富 １，３７２．１１９２ １８．２９４９ １，３７２．１１９２ １３．７２１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香港洁特 １，２５３．３７８１ １６．７１１７ １，２５３．３７８１ １２．５３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卓越润都 ６５９．６７２７ ８．７９５６ ６５９．６７２７ ６．５９６７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麦金顿 ２５５．６２０９ ３．４０８３ ２５５．６２０９ ２．５５６２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李明智 ２１１．０９５３ ２．８１４６ ２１１．０９５３ ２．１１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汇资投资 ２０２．６４３０ ２．７０１９ ２０２．６４３０ ２．０２６４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共青城高禾 １２９．７８８６ １．７３０５ １２９．７８８６ １．２９７９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起３６个月

宁波久顺 １１２．４８３６ １．４９９８ １１２．４８３６ １．１２４８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起３６个月

天泽瑞发 ８６．５２５８ １．１５３７ ８６．５２５８ ０．８６５３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起３６个月

广开知产 ８６．５２５８ １．１５３７ ８６．５２５８ ０．８６５３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起３６个月

陈长溪 ２９．６８５３ ０．３９５８ ２９．６８５３ ０．２９６９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起３６个月

民生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 －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１０７．３７４８ １．０７３７ 自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 － － ２，２６７．６２５２ ２２．６７６３ －

合计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袁建华 ３，１００．４６１７ ３１．００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海汇财富 １，３７２．１１９２ １３．７２１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洁特生物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注 １，２５３．３７８１ １２．５３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卓越润都 ６５９．６７２７ ６．５９６７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麦金顿 ２５５．６２０９ ２．５５６２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李明智 ２１１．０９５３ ２．１１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汇资投资 ２０２．６４３０ ２．０２６４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共青城高禾 １２９．７８８６ １．２９７９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起３６个月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宁波久顺 １１２．４８３６ １．１２４８ 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起３６个月

合计 ７，４２２．２６３１ ７４．２２２６ －

注：洁特生物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为香港洁特所持有。
五、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安
排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为民生证券全资子公司，本次战略配售的具体情况
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股） 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民生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６１２，５００．００ ２４个月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外， 本次发行不存在向其他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的情形。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２，５００．００００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１６．４９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市盈率：３４．９３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以２０１８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２．４０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４７元（根据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６．８６元（根据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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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２５．００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２０２０〕７－２号）。 经审
验，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止，公司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２５，０００，０００股，每股
面值１元，每股发行价格１６．４９元，募集资金总额４１２，２５０，０００．００元，减除发行费
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３２，８４２，３７７．３７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３７９，４０７，６２２．６３
元。

九、本次发行费用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明细构成如下：

发行费用 ３，２８４．２４万元（不含增值税）

其中：承销和保荐费用 １，９４４．５８万元（不含增值税）

审计、验资等费用 ５１８．８７万元（不含增值税）

律师费用 ３１１．３２万元（不含增值税）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８３．７７万元（不含增值税）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２５．７０万元（不含增值税）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３７，９４０．７６万元
十一、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２２，８７２名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信息情况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对本公

司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９〕７－４６５号）。天健会计师认为，洁特生物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洁特生物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 以及

２０１６年度、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
再披露。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财务数据进行
了审阅，并出具天健审〔２０１９〕７－４７０号《审阅报告》，上述主要数据已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三季度财务报表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
披露。 本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９月和２０１９年１－９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
意。

二、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１２月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１２月业绩预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第四季
度预测数

２０１８年第
四季度

变动比率 ２０１９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８年度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６，８００至７，８００ ８，１９９．３５ －１７．０７％至－４．８７％ ２３，０００至２４，０００ ２０，７４７．９６ １０．８５％至
１５．６７％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９００至２，２００ １，９６７．７１ －３．４４％至１１．８１％ ６，２００至６，６００ ５，２８３．４９ １７．３５％至
２４．９２％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 １，６００至１，８００ １，９９０．１３ －１９．６０％至－９．５５％ ５，３００至５，６００ ４，７２０．８４ １２．２７％至

１８．６２％

注：２０１８年第四季度数据未经审计；上述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数据
是公司预计数据，未经审计，不构成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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