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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企业及本企业所控制的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将尽最大努力减
少或避免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属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
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定价原则进行公平操作，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
应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２、本企业作为发行人的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保证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涉及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时，切实遵守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关联交易表决时的回避程序。严格遵守公司关于
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确保不损害公司利益。

３、本企业保证不利用在发行人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
发行人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本企业及本企业所控制的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
导致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受到损害，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５、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承担因此给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造
成的损失。

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规范并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

１、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将尽最大努力减少或
避免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属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
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定价原则进行公平操作， 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应不
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２、本人作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将按照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涉及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时，切实遵
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关联交易表决时的回避程序。严格遵守公司关
于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确保不损害公司利益。

３、本人保证不利用在发行人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发
行人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
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受到损害，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５、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因此给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造成的
损失。

（十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立信会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２０１９］第ＺＡ１５７５７号”《审阅报告》。
审阅意见如下：“根据我们的审阅， 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贵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贵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计 ８８，１１２．０１ ７２，４０２．６５
负债总计 ３５，６１２．６３ ２９，３６０．２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２，４９９．３８ ４３，０４２．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２，８０９．７９ ４３，４１３．２５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发行人总资产较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增长２１．７０％， 所有
者权益较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增长２１．９７％，资产规模稳步增长。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１－９
月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变动幅度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 ２０１８年７－９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５６，５６０．２６ ５２，３８１．５６ ７．９８％ １９，９１５．２８ １９，６０２．３４ １．６０％
营业利润 １１，４１６．７５ ９，１７９．０４ ２４．３８％ ４，２１８．５７ ３，６９７．０２ １４．１１％
利润总额 １１，４１２．１３ ９，１７３．５５ ２４．４０％ ４，２１３．７２ ３，６９７．０８ １３．９７％
净利润 １０，４３２．３５ ７，８５７．６４ ３２．７７％ ３，９８４．４１ ３，２１９．１７ ２３．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０，３６２．０９ ７，８８９．１３ ３１．３５％ ３，９２３．６６ ３，２３３．１１ ２１．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８，８６７．３５ ７，３６４．３２ ２０．４１％ ３，５９７．１８ ３，０１６．８３ １９．２４％

每股净现金流量
（元） ０．１８ 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６１ ０．０５ １１２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１２．７０ －２０５．７８ 不适用 －６，４６５．３９ ４１８．４４ －１６４５．１２％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５６，５６０．２６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９８％，
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良好；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３８％、２４．４０％和３２．７７％，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和获得政府补助金额增加且毛
利率水平上升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增长２０．４１％。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０６．９２万元， 主要系公司预期未来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提前备货增加采购所
致。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
期增长１．６０％、１４．１１％、１３．９７％和２３．７７％，且净利润增幅大于营业收入，经营状况
良好。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６，４６５．３９万
元，主要系公司预期未来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提前备货增加采购所致。

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的营业收入为７４，０００万元至７８，０００万元， 较２０１８年增长
９．５７％至１５．４９％；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１，０００万元至１２，０００万元，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２４．０２％至３５．２９％。 上述财务数据为公
司初步预估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或审阅，预估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
入及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二、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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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９２２号文核准。

三、 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３４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
３、股票简称：斯达半导
４、股票代码：６０３２９０
５、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６、本次Ａ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４，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７、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８、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网上、网下公开发行的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起上市交易。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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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本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ｔａｒＰｏｗｅｒ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Ｌｔ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科兴路９８８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４００６
法定代表人： 沈华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万元（本次发行前）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２５８ ６６９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３－８２５８ ８２８８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ｐｏｗｅｒｓｅｍｉ．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ｅｍｉ．ｃｏｍ

经营范围： 半导体芯片、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规定禁止、限制外商投资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是以ＩＧＢＴ为主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和模块的设计研发和
生产，并以ＩＧＢＴ模块形式对外实现销售。 ＩＧＢＴ模块的核心是ＩＧＢＴ芯
片和快恢复二极管芯片，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ＩＧＢＴ芯片和快恢复二
极管芯片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所属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董事会秘书： 张哲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发行人董事会由７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

名，现任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任职 提名人 任职期限

沈华 董事长、总经理 香港斯达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陈幼兴 副董事长 浙江兴得利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胡畏 董事、副总经理 香港斯达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龚央娜 董事、资金部经理 富瑞德投资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徐攀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黄苏融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郭清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二）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发行人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其中监事会主

席１名，职工监事１名，现任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任职 提名人 任职期限

金海忠 监事会主席 香港斯达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刘志红 监事、研发部总监 香港斯达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胡少华 职工代表监事、工艺部总监 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发行人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７名，现任高级管理

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限

沈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胡畏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汤艺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李云超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戴志展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许浩平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张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０．１０

（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的情况如下：
１、直接持股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戴志展 副总经理 ６１．１０ ０．５１％ 直接

汤艺 副总经理 ４８．００ ０．４０％ 直接

合计 １０９．１０ ０．９１％ 直接

戴志展与汤艺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由于其中国台湾
籍和美国籍自然人身份的原因， 成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合伙人在实际操作
层面存在障碍，为达到员工股权激励效果，所以戴志展与汤艺以直接持股方式
取得公司股份。

２、间接持股

姓名 职务 持股
方式 持股数量 ／ 比例

沈华 董事长、总经理 间接 沈华通过斯达控股间接持有香港斯达控股有限公司７０％
股权，香港斯达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斯达半导５９．３９％股权。

胡畏 董事、副总经理 间接 胡畏通过斯达控股间接持有香港斯达控股有限公司３０％
股权，香港斯达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斯达半导５９．３９％股权。

陈幼兴 副董事长 间接 陈幼兴直接持有浙江兴得利纺织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 浙
江兴得利纺织有限公司持有斯达半导２４．４１％股权。

龚央娜 董事 间接
龚央娜为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
合伙人，出资占比２３．２１％。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斯达半导７．２４％股权。

金海忠 监事 间接
金海忠直接持有浙江领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９９％股权，是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 浙江领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斯达半导０．２０％股权。

刘志红 监事 间接
刘志红为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人，出资占比３．６２％。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斯达半导７．２４％股权。

胡少华 职工代表监事 间接
胡少华为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人，出资占比３．６２％。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斯达半导７．２４％股权。

许浩平 副总经理 间接
许浩平为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人，出资占比２．３１％。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斯达半导７．２４％股权。

李云超 副总经理 间接
李云超为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人，出资占比９．１３％。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斯达半导７．２４％股权。

张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 间接

张哲为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人，出资占比１４．０７％。 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持有斯达半导７．２４％股权。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署日，香港斯达持有公司５９．３９％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股份总数 １０，０００股（每股面值１港元）

股本金总额 １０，０００港元

董事 斯达控股、沈华、胡畏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永和街２３－２９号俊和商业中心１３楼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署日，香港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股份比例

１ 斯达控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斯达控股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的公司， 斯达控股的
股份总数为５０，０００股，其中，沈华持有３５，０００股，持股比例为７０％；胡畏持有１５，
０００股，持股比例为３０％。

香港斯达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港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年度 ／ ２０１８年末 ８，３０５．３７ ９２４．６０ ２９２．２７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 ２０１９年６月末 ８，２８１．７８ ８８８．６１ －３５．９９

注：以上数据已经Ｐｅｔｅｒ Ｙ． Ｈ． Ｌａｍ ＆ Ｃｏ审计
香港斯达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署日，沈华、胡畏夫妇分别持有斯达控股７０％和３０％的

股份，并通过斯达控股间接持有香港斯达１００％的股份，实际支配了香港斯达
所持公司５９．３９％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沈华系公司创始人，一直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是公司实现ＩＧＢＴ产品产业化的核心人物。 沈华先生于１９６３年出生，美国国籍，
高级工程师，于１９９５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学博士学位。 １９８２年７月至
１９８３年８月任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助理工程师，１９８６年７月至１９９０年６月任北京科
技大学讲师，１９９５年７月至１９９９年７月任西门子半导体部门 （英飞凌前身，１９９９
年成为英飞凌公司） 高级研发工程师，１９９９年８月至２００６年２月任ＸＩＬＩＮＸ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公司设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目前兼任香港斯
达董事、斯达控股董事和斯达欧洲董事长。

胡畏系公司创始人，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畏女士于１９６４年出生，美国
国籍，于１９９４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硕士学位。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０年任
北京市计算中心助理研究员，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５年任美国汉密尔顿证券商业分析
师，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１年任美国Ｐｒｏｖｉｄｉ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公司市场总监、执行高级副总裁
助理、公司战略策划部经理。２００５年回国创办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胡畏女士目前兼任香港斯达董事、斯达控股董事、斯达欧洲董事。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１２，０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发行不超

过４，０００．００万股普通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
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香港斯达控股有限
公司 ７１，２６６，８００ ５９．３９％ ７１，２６６，８００ ４４．５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浙江兴得利纺织有
限公司 ２９，２９４，３８８ ２４．４１％ ２９，２９４，３８８ １８．３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嘉兴富瑞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６８４，９６４ ７．２４％ ８，６８４，９６４ ５．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嘉兴兴泽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５，８９９，２９６ ４．９２％ ５，８９９，２９６ ３．６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展兴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０９９，６４４ ０．９２％ １，０９９，６４４ ０．６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鑫亮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 ８８７，８５６ ０．７４％ ８８７，８５６ ０．５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环拓科技发展
中心（有限合伙） ７６９，６６１ ０．６４％ ７６９，６６１ ０．４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春速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７６１，９８３ ０．６３％ ７６１，９８３ ０．４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戴志展 ６１１，００４ ０．５１％ ６１１，００４ ０．３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在发
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２５％，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
报离任６个月后的１２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
人股票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
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５０％

汤艺 ４８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４８０，０００ ０．３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在发
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２５％，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
报离任６个月后的１２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
人股票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
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５０％

浙江领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４４，４０４ ０．２０％ ２４４，４０４ ０．１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Ａ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结束后、上市前股东总数的户数为４２，４５８户，前１０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１ 香港斯达控股有限公司 ７１，２６６，８００ ４４．５４％

２ 浙江兴得利纺织有限公司 ２９，２９４，３８８ １８．３１％

３ 嘉兴富瑞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６８４，９６４ ５．４３％

４ 嘉兴兴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８９９，２９６ ３．６９％

５ 宁波展兴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９９，６４４ ０．６９％

６ 深圳市鑫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８８７，８５６ ０．５５％

７ 天津环拓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７６９，６６１ ０．４８％

８ 上海春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７６１，９８３ ０．４８％

９ 戴志展 ６１１，００４ ０．３８％

１０ ＴＡＮＧ ＹＩ ４８０，０００ ０．３０％

合计 １１９，７５５，５９６ ７４．８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４，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１２．７４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３，９９６，６５０股，网上市值申购
发行３５，８６８，５９８股，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３，３５０股，网上投资者弃购１３１，
４０２股，合计１３４，７５２股，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０．３３６８８％。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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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９６０．００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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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０］第ＺＡ１００２６
号”《验资报告》。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５，０１０．６７万元。 根据“信

会师报字［２０２０］第ＺＡ１００２６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内容 不含税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３，３０１．８９
审计及验资费 ７８３．０２
律师费 ３６３．２１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０２．８３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５９．７３
合计 ５，０１０．６７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１．２５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
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４５，９４９．３３万元。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５．９３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

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５５元（按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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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本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本公司的财务

报表，包括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１９年６月
３０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６年度、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１－
６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２０１９］第ＺＡ１５４６１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
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５３，２７８．８９ ４５，０２７．５３ ３６，２４０．８７ ３３，７７０．２４
非流动资产 ２９，５８８．０３ ２７，３７５．１３ ２４，４８５．７６ １９，９２８．４０
资产总计 ８２，８６６．９２ ７２，４０２．６５ ６０，７２６．６３ ５３，６９８．６４
流动负债 ２４，２３５．８７ １９，３２６．４２ １７，１３５．２４ １５，７１５．６５
非流动负债 １０，１００．０５ １０，０３３．８２ ９，６２２．８４ ９，２３７．２４
负债总计 ３４，３３５．９２ ２９，３６０．２３ ２６，７５８．０８ ２４，９５２．８９
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８，５３１．００ ４３，０４２．４２ ３３，９６８．５５ ２８，７４５．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
者权益 ４８，８９７．３６ ４３，４１３．２５ ３４，２９９．６２ ２８，９３８．６３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６，６４４．９８ ６７，５３６．７７ ４３，７９８．２４ ３０，０６６．３８
营业利润 ７，１９８．１８ １０，９１１．９０ ５，８８９．４０ １，３８７．０９
利润总额 ７，１９８．４１ １０，９０５．９１ ５，８６５．８２ ２，４２８．５１
净利润 ６，４４７．９４ ９，６４９．４５ ５，１２５．９５ １，９９９．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６，４３８．４３ ９，６７４．２８ ５，２７１．９６ ２，１４６．４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 ５，２７０．１７ ８，８６９．７８ ５，０３５．１７ １，１４３．００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５２．６９ １２，０００．３０ ２，４３２．８８ １，７８４．５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３５４．０２ －４，４８８．５６ －４，１３０．５３ ４，７８７．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４６．１４ －１，９４２．２７ －６４８．０８ －３，８５６．９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２８．９５ －１１９．４２ －０．６６ ２０．３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１２６．２４ ５，４５０．０５ －２，３４６．３９ ２，７３５．２２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９．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２．２０ ２．３３ ２．１１ ２．１５
速动比率（倍） １．４２ １．５８ １．４４ １．６７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５．８９％ ３１．７１％ ３４．８１％ ３６．２６％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４１．４４％ ４０．５５％ ４４．０７％ ４６．４７％
无形资产 （扣除土地
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
和采矿权等后） 占净
资产的比例

０．８１％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２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０７ ３．６２ ２．８３ ２．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０８ ３．６７ ３．１８ ２．４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４．５６ ４．８４ ３．０９ ２．４２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８，９３２．９７ １４，１１２．１２ ８，３２３．６４ ５，０３８．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６，４３８．４３ ９，６７４．２８ ５，２７１．９６ ２，１４６．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５，２７０．１７ ８，８６９．７８ ５，０３５．１７ １，１４３．００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９．３１ １３．６３ ９．８３ ３．６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元） 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２０ ０．１５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２０ ０．２３

注：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为年化数据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会计师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９月财务报表的审阅意见
立信会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２０１９］第ＺＡ１５７５７号”《审阅报告》。
审阅意见如下：“根据我们的审阅， 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贵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贵公司２０１９ 年９月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

（二）２０１９年１－９月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计 ８８，１１２．０１ ７２，４０２．６５
负债总计 ３５，６１２．６３ ２９，３６０．２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２，４９９．３８ ４３，０４２．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２，８０９．７９ ４３，４１３．２５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发行人总资产较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增长２１．７０％， 所有
者权益较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增长２１．９７％，资产规模稳步增长。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变动幅度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 ２０１８年７－９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５６，５６０．２６ ５２，３８１．５６ ７．９８％ １９，９１５．２８ １９，６０２．３４ １．６０％
营业利润 １１，４１６．７５ ９，１７９．０４ ２４．３８％ ４，２１８．５７ ３，６９７．０２ １４．１１％
利润总额 １１，４１２．１３ ９，１７３．５５ ２４．４０％ ４，２１３．７２ ３，６９７．０８ １３．９７％
净利润 １０，４３２．３５ ７，８５７．６４ ３２．７７％ ３，９８４．４１ ３，２１９．１７ ２３．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３６２．０９ ７，８８９．１３ ３１．３５％ ３，９２３．６６ ３，２３３．１１ ２１．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８６７．３５ ７，３６４．３２ ２０．４１％ ３，５９７．１８ ３，０１６．８３ １９．２４％

每股净现金流
量（元） ０．１８ 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６１ ０．０５ １１２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４１２．７０ －２０５．７８ 不适用 －６，４６５．３９ ４１８．４４ －１６４５．１２％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５６，５６０．２６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９８％，
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良好；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３８％、２４．４０％和３２．７７％，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和获得政府补助金额增加且毛
利率水平上升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增长２０．４１％。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０６．９２万元， 主要系公司预期未来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提前备货增加采购所
致。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
期增长１．６０％、１４．１１％、１３．９７％和２３．７７％，且净利润增幅大于营业收入，经营状况
良好。 ２０１９年７－９月，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６，４６５．３９万
元，主要系公司预期未来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提前备货增加采购所致。

（三）２０１９年度预计业绩情况
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的营业收入为７４，０００万元至７８，０００万元， 较２０１８年增长

９．５７％至１５．４９％；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１，０００万元至１２，０００万元，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２４．０２％至３５．２９％。 上述财务数据为公
司初步预估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或审阅，预估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
入及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要求，对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一）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签订的监管协议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

行签订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公司简称 “甲
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简称“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丙方”）

“１、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嘉兴斯达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３３０４０４０１６００００５７５８７５，截止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专户余
额为１５，６６０．８７万元。该专户用途为甲方新能源汽车用ＩＧＢＴ模块扩产项目的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 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
监管事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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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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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５、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亮、庞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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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乙方按月（每月５日前，如遇月初假期，则为假期结束后３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７、 甲方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２０％
的， 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５个工作日内及时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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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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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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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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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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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１２、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
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

（二）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营业部签订的监管协议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

行营业部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公司简称
“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营业部简称“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丙方”）

“１、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嘉兴斯达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３３４８９９９９１０１３００００４５９９４，截止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专户
余额为１１，７９９．１３万元。 该专户用途为甲方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 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
监管事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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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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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５、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亮、庞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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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乙方按月（每月５日前，如遇月初假期，则为假期结束后３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７、 甲方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２０％
的， 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５个工作日内及时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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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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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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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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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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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１２、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
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
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

（三）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签订的监管协议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南湖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公司简
称“甲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简称“乙方”，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１、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嘉兴斯达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１９３１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１２５６，截止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专户余额
为２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该专户用途为甲方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 各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
监管事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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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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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５、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亮、庞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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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乙方按月（每月５日前，如遇月初假期，则为假期结束后３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７、甲方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２０％的，
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５个工作日内及时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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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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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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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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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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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１２、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
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
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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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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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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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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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４８号中信证券大厦２１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０８３３０５０

传真号码： ０１０ － ６０８３３０８３

保荐代表人： 赵亮、庞雪梅

项目经办人： 周国辉、马峥、杨捷、陈灏蓝、谢晓薇、储成杰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作为斯达半导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 等有关规定对本公司进行了充分
尽职调查，并与本公司、本公司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斯达半
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上市的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本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本公司持续
发展，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斯达半导本次发行并上市。

（上接C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