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瑞松科技 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９０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松科技”、“公司”或“发行

人”）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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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释义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报告期”指：２０１６年度、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本上市公告书数值通常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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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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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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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内， 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

市５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２０％。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

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次公开发行１６，８４０，１４７股，
发行后总股本６７，３６０，５８８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１５，３２４，０６８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２２．７５％，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处于较高水平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３２．４８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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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４．３８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４３．３０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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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２．５１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公司所处行业为制造业（Ｃ）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截止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３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９．９３倍。 公司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４３．３０倍（每股收益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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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市盈
率处于较高水平，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

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
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
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
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
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
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
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发行人在产业链中业务定位的风险
机器人行业产业链由机器人零部件生产厂商、机器人本体生产厂商、系统

集成商、终端用户四个环节组成。一般来讲机器人本体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
础，系统集成为机器人商业化和大规模普及的关键。 从收入角度来看，发行人
主要从事汽车焊装生产线业务、其他行业的生产线和机器人工作站业务等，并
不从事机器人本体或其核心零部件的制造， 发行人处于机器人产业链的系统
集成环节。 系统集成环节市场规模较大，但集中度较低，在产业链中相对处于
弱势。若公司不能有效提升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则可能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
成不利影响。

（二）主要客户业绩波动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影响风险
汽车制造行业是自动化程度最高、机器人应用最深入的下游行业之一，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我国汽车制造行业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群特点，行
业集中度较高。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收入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４８．０１％、５１．５０％、７６．８２％和７２．６４％， 占比相对较高， 若主要客户业绩发生波
动，将对发行人的收入和利润稳定性构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下游应用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将可能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受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影响， 根据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的数据，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１，８１４．９万辆和１，８３７．１万辆，同比分别下降１１．４％和１０．３％；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团）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９，１５７．１亿元，
同比下降８．１％；累计实现利税总额２，５７８亿元，同比下降２７．５％。 根据公司主要
汽车行业客户披露的产销快报，２０１９年１－１０月，除广汽丰田、广汽本田的汽车
销量保持增长外，广汽三菱、广汽乘用车、广汽菲克的销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滑。若我国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则有可能导致发行人对客户应
收账款不能回收，或坏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亦有可能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
出现下滑的风险。

（四）发行人销售区域相对集中且行业集中度较低导致未来市场开拓失败
的风险

一方面，报告期内，发行人来源于华南、华中区域的销售收入合计占比分
别为８９．４２％、９２．２６％、８３．８２％和６６．５１％，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主要是由于
发行人主要汽车行业的客户具有产业集群的区域特征，一般分为东北、京津、
中部、西南、长三角和珠三角六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机器人系统集
成行业、汽车焊装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较低。 由于市场开拓需要一个过程，若未
来华南、华中区域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市场开拓进度不及预期，将
有可能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下降，发行人存在未来市场开拓失败的风险。

（五）毛利率相对偏低对发行人盈利能力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２１．６２％、２１．８４％、２１．７２％和２０．６４％，处

于相对偏低水平。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大型知名整车厂，集中度较高，议价能力
较强，此外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企业竞争不断加
强。公司处于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产业链利润附加值主要体现在针对不
同客户生产线的技术开发、工艺开发、方案设计、安装调试等环节，但由于直接
材料比重较高，导致毛利率相对偏低。 若未来下游客户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行
业内竞争持续加剧，将会对公司的毛利率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六）资产负债率偏高对发行人经营能力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６１．５２％、５７．１７％、６１．３０％和

５５．５３％，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特征及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能从银行获得较好的信用支持，但相应信用支

持亦需要公司关联个人提供信用担保。 但若未来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甚至
下滑， 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入减少， 或者难以通过外部融资等方式筹措偿债资
金，将对公司资金链产生一定压力，从而对发行人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税收优惠政策变化对发行人净利润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总额分别为７６２．４３万元、１，１６６．５７万元、

１，２５７．６２万元和５２３．６９万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２１．０４％、１７．７６％、１６．０５％
和２８．６５％，公司对税收优惠政策不存在重大依赖。

在上述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后，若存在主管部门认定标准发生变化、证书
延展未能及时获批等情况， 可能会导致发行人及部分子公司不能享受优惠税
率，从而影响发行人净利润。

（八）政府补助金额较大对发行人业绩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 发行人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１，２３９．７８万元、１，２２９．０２

万元、２，４７１．１６万元和５７６．５４万元， 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３４．２１％、
１８．７１％、３１．５３％和３１．５５％。 报告期内，政府补助金额占公司利润总额比例较高
主要是公司所处行业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业为国家大力鼓励和扶持的行业，因
此享受产业政策支持较多。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获得政府补助，或政府补助
政策发生不利变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九）开拓新客户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 来自于存量客户的收入比例分别达到

８９．７７％、９０．７８％、９７．６２％和９４．６７％，占比较高；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末在手订单中，来
自于存量客户的占比达到９６．７７％。若公司未来的新客户开拓不利，且存量客户
订单出现显著下滑，则可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不利影响，造成业绩下滑
的风险。

（十）发行人存货余额较大且主要为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风险
对于合同金额大于或等于３００万元且超过一年或跨年度的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线业务，发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公司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
务，具有非标定制、合同金额较大、项目周期较长等特点，因此存货余额中建造
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相对较大，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为发行人根据
期末完工进度确认的项目收入中，尚未与客户进行结算确认应收账款的金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２１，６８３．４１万元、２０，３６１．３６万元、
３６，２２８．９９万元和３６，１６８．７９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２６．２６％、２２．９９％、２９．１８％
和３２．２９％； 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金额分别为１６，６３２．４４万元、１８，２９３．３０万元、
３２，５９１．４７万元和３２，３５６．７７万元，占比分别为７６．２８％、８９．５１％、８９．７２％和８９．２１％。
发行人存货中部分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库龄相对较长， 存在不能向客户足额
结算的风险，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发生的存货跌价风险。

（十一）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对发行人经营影响的风险
对于合同金额大于或等于３００万元且超过一年或跨年度的机器人自动化

生产线业务，发行人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发行人根据完工进度确认收
入，根据合同约定结算进度向客户分阶段结算并确认应收账款，因此，发行人
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收入时点要早于应收账款确认的时点。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９，０５８．７７万元、１７，６９２．２１
万元 、１８，５７５．０１万元和２１，２１０．３２万元 ，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２３．０８％、
１９．９７％、１４．９６％和１８．９３％，应收账款余额及占资产总额的比例相对较大，与公
司所处行业的经营模式、结算方式、客户结构的特点相符。 受宏观经济整体放
缓的影响，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汽车产销量在２０１８年以来均出
现了下滑。若未来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大幅下降，或客户经营情况出现重大不
利变化，公司可能面临客户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以及计提坏账损失或坏
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

（十二）发行人收入确认采用完工百分比法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
风险

发行人主要收入来源为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务，具有根据客户需求高度
定制化、单个项目规模大、项目周期长等业务特点。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于合同

金额大于或等于３００万元且超过一年或跨年度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务采用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其中，完工百分比按照期末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计算确定。发行人期末完工百分比的计算依赖合同预
计总成本和公司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为此发行人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项目预算
管理制度》、《制造成本核算管理办法》等项目预算与成本核算内控管理制度。报
告期内，公司的生产活动和成本归集严格依据《项目预算管理制度》、《制造成本
核算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但由于发行人期末完工百分比的计算依赖合同预
计总成本和公司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以及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特此提醒
投资者注意公司收入确认金额的准确性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风险。

（十三）整车行业的发展现状带来的经营风险
我国整车行业的发展现状包括以下特点：
１、我国整车行业经过了多年快速发展，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２０１８年我国

汽车总销量２，８０８．０６万辆，同比下降２．７６％，首次出现负增长，２０１９年１－９月汽
车总销量１，８３７．１万辆，同比下降１０．３％，发行人主要客户中，除广汽丰田、广汽
本田的销量保持增长外， 其他客户的销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２０１９年１－６
月，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团）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９，１５７．１亿元，同比下降
８．１％，累计实现利税总额２，５７８亿元，同比下降２７．５％。 我国整车行业景气度下
降，出现了消费需求放缓、用户换车周期延长、车企利润下滑等特征；

２、我国整车产业的集中度较高，一般分为东北、京津、中部、西南、长三角
和珠三角六大产业集群，集中了全国汽车制造业产值的９０％以上；２０１８年广东
汽车产量达３２１．５８万辆，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广州市汽车产量为２９６．２６万辆，广
汽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资公司是珠三角地区最具代表性汽车制造企业之一。发
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客户集中度均相对较高，销售区域相对集中；

３、 根据２０１８年度中国汽车行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测算规模２７６．９４亿元计
算，２０１８年度汽车焊装行业部分可比上市公司子公司天津福臻、 上海冠致、鑫
燕隆和德梅柯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３．３６％、２．８７％、４．７０％和３．４１％， 发行人的市
场占有率为２．６６％。整体来看，我国汽车焊装自动化系统集成行业集中度较低，
行业内企业占有率均相对较低，整车企业在产业链中地位相对较为强势；

４、新能源汽车成为整车企业新的业务增长点，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５３．１３％、５３．２５％和６１．６５％，相比前几年的增长率已回到
更为合理的水平，但仍处于发展阶段，渗透率仍然较低。 新能源汽车在车身结
构、焊装制造工艺等工艺流程上与传统能源汽车存在区别，因此整车企业需要
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从而产生新的因为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受上述整车行业发展现状的影响， 且发行人作为非上市公司资金实力相
对较弱，发行人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市场开拓失败的风险，从而对发行人
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若整车行业景气度未来持续大幅下降，则有可能导致
发行人对客户的应收账款不能回收或坏账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 亦有可能导
致发行人经营业绩出现下滑的风险。

（十四）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对发行人收入确认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于合同金额大于或等于３００万元且超过一年或跨年度

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业务，依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５号—建造合同》的
规定，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２０１７年财政部印发财会［２０１７］２２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１４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取消原１５号建造合同准则，
境内上市企业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报告期内，虽然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均约定了相关条款，但部分业务合同存
在未明确约定合同终止条款，或只约定了乙方的违约责任条款，未明确约定甲
方违约责任条款的情况， 该等合同中存在跨期的收入合计分别为３，９６８．３８万
元、３，５７４．６６万元、５８６．２６万元和０万元， 占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９．７０％、７．３４％、１．０４％和０％，占比相对较低。在《新收入准则》实施后，发行人将
强化与客户的合同条款谈判，但若出现未明确约定合同终止补偿条款，且无法
取得客户关于可以按照履约进度收取款项确认文件的业务合同， 发行人将严
格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对于该等合同不按照“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
务”的合同进行收入确认，而是按照“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的合同进行收
入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因合同周期较长、合同金额较大的业务特点，虽然这类
合同的占比预计相对较低，但可能会因此造成发行人收入和业绩的波动，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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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５２号”文同意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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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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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号）

批准，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Ａ股股本为
６，７３６．０５８８万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其中１，５３２．４０６８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
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瑞松科技”，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０９０”。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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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７日
（三）股票简称：瑞松科技；扩位简称：瑞松科技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９０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６７，３６０，５８８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６，８４０，１４７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１５，３２４，０６８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５２，０３６，５２０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保荐机构安排相关子公司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配售数量为８４２，００７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公司股东孙志强、孙圣杰限售期为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柯希平、厦门恒兴、

粤铂星投资、横琴广金、瑞方投资、张国良、颜雪涛、孙文渊、刘尔彬、赛富金钻、
华融天泽、信德产投、国坤投资、蔡雄江、郑德伦、张伟君、陈华松、康远投资限
售期为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

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的相关内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８４２，００７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持有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将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６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摇号结果，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２３３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
的股票限售期为６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６７４，０７２股，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７．０２％，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２１％。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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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司选定的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为《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第（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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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市值及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第ＺＣ５０１０３号），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３，７１３．８３万元和４，２８５．３７万元；２０１８年， 发行人
的营业收入为７３，６３７．７５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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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按
照本次发行价格２７．５５元 ／股计算， 发行完成后相应市值符合预计市值不低于
人民币１０亿元的规定。 因此，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达到了相应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Ｒｉｓｏ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５２０，４４１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前）

３ 法定代表人 孙志强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８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５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１８８号

６ 经营范围

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切割及
焊接设备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机械工程设计服务；机械技术开发服务 ；
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钢结构制造 ；模具
制造；船舶自动化、检测、监控系统制造；电器辅件、配电或控制设备的零件
制造；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
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工业设计服务 ；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电子工程设计服务；具有独立功能专用机械制造；金属表面
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灌装码垛系统搬运设备制造；货
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
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７ 主营业务 专注于机器人系统集成与智能制造领域的研发、设计、制造 、应用 、销售和
服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成套智能化、柔性化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８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类
别为“制造业”（Ｃ类）之“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

９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５３５
１０ 电话及传真号码 ０２０－６６３０９１８８，０２０－６６８３６６８３
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ｉｓｏｎｇｔｃ．ｃｏｍ
１２ 电子信箱 ｉｒ＠ｒｉｓｏｎｇｔｃ．ｃｏｍ
１３ 董事会秘书 郑德伦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孙志强， 孙志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０，１２５，４３５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９．８７７２％。 基本情况如下：
孙志强先生，１９６４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１９９０

年至１９９５年，任广东省通用机电设备公司营业部经理；２００２年，创立广州日松并
担任执行董事；２０１２年８月，孙志强先生创立瑞松有限，任董事长兼总裁；现任发
行人董事长兼总裁、广州瑞北董事长、武汉瑞北董事长、瑞松威尔斯通董事长、
创新中心董事、广州日松执行董事；同时兼任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委员、中国机器
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广东省机器人协会轮值会长、广东省焊接学会第八届副
理事长、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广东省工商业联
合会执委、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广州市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

（二）本次发行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孙志强直接持有公司２９．８７７２％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会成员共７名，其中３名为独立董事，

公司现任董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１ 孙志强 董事长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２ 刘尔彬 副董事长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３ 颜雪涛 董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４ 柯希平 董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５ 廖朝理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６ 张彦敏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７ 卢伟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二）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公司现任监事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１ 罗渊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２ 蔡雄江 监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３ 叶王根 监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４名，公司现任高级管

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１ 孙志强 总裁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２ 刘尔彬 副总裁、技术负责人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３ 颜雪涛 副总裁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４ 郑德伦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０
（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１、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情况如

下表：
姓名 现任职务 直接持股（万股） 持股比例（发行后） 限售期

孙志强 董事长、总裁 ２，０１２．５４３５ ２９．８８％ ３６个月

刘尔彬 副董事长、副总裁、技术负责人 １２８．５６７０ １．９１％ １２个月

颜雪涛 董事、副总裁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２．３９％ １２个月

柯希平 董事 ６４８．８３０８ ９．６３％ １２个月

蔡雄江 监事 ６４．２８３５ ０．９５％ １２个月

郑德伦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５２．２３０４ ０．７８％ １２个月

２、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柯希平通过厦门恒兴间接持有公司３９９．１２０３万股，

锁定期为１２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柯希平通过厦门恒兴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权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间接持股（万股） 持股比例（发行后） 限售期

柯希平 董事 ３９９．１２０３ ５．９３％ １２个月

注：间接持股＝厦门恒兴持有瑞松科技的股份数量＊柯希平在厦门恒兴的
持股比例

上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售安排详见本上市
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的相关内容。

（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有核心技术人员４名，核心技术人员

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刘尔彬 副董事长、副总裁、技术负责人

２ 唐国宝 核心技术人员

３ 何艳兵 核心技术人员

４ 刘 益 核心技术人员

（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技术负责人刘尔彬的持股情况具体详见本节“三、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况”之“（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之“１、直
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间接持股（万股） 持股比例（发行后） 限售期

唐国宝 核心技术人员 ５．０４００ ０．０７％ １２个月

何艳兵 核心技术人员 ３．３６００ ０．０５％ １２个月

注： 间接持股＝瑞方投资持有瑞松科技的股份数量＊核心技术人员在瑞
方投资的持股比例

上述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售安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
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的相关内容。

五、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的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股东瑞方投资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本次发行前，瑞方投资持有

公司３．６０８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１２个月，合伙人均为公司员工。瑞方投资各合伙
人在瑞方投资的出资比例、限售安排具体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合伙人性质

１ 陈任意 ２４０ １３．８２％ 普通合伙人

２ 焦安强 １２０ ６．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３ 何勇 １２０ ６．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４ 罗磊 １２０ ６．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５ 吴潮辉 １２０ ６．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６ 徐奕条 １２０ ６．９１％ 有限合伙人

７ 张忠辉 ６０ ３．４６％ 有限合伙人

８ 李圣梅 ６０ ３．４６％ 有限合伙人

９ 朱谷波 ６０ ３．４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０ 张俊 ６０ ３．４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１ 沈东兵 ６０ ３．４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２ 蔡新保 ６０ ３．４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３ 张东升 ４８ ２．７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４ 唐国宝 ４８ ２．７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５ 李华平 ４８ ２．７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６ 龚文志 ４０ ２．３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７ 谭志军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８ 郑杰才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１９ 何艳兵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０ 刘科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１ 王再钦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２ 刘冲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３ 赖文城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４ 何乃斌 ３２ １．８４％ 有限合伙人

２５ 吴卫军 ２４ １．３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６ 黄旋 ２４ １．３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７ 周婷 ２４ １．３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８ 陈文 ２４ １．３８％ 有限合伙人

总 计 １，７３６ １００．００％ －

瑞方投资承诺：（一） 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配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发生变化， 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
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如中国证监会及 ／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
排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机构的意见对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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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２０，４４１股，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１６，８４０，１４７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为２５％，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６７，３６０，５８８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限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孙志强 ２０，１２５，４３５ ３９．８３６２ ２０，１２５，４３５ ２９．８７７２ ３６个月

柯希平 ６，４８８，３０８ １２．８４２９ ６，４８８，３０８ ９．６３２２ １２个月

厦门恒兴 ４，０１７，７２０ ７．９５２７ ４，０１７，７２０ ５．９６４５ １２个月

粤铂星投资 ２，５１１，７６５ ４．９７１８ ２，５１１，７６５ ３．７２８８ １２个月

横琴广金 ２，３０５，８８２ ４．５６４３ ２，３０５，８８２ ３．４２３２ １２个月

瑞方投资 １，８２２，８００ ３．６０８０ １，８２２，８００ ２．７０６０ １２个月

张国良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３．１８１１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２．３８５８ １２个月

颜雪涛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３．１８１１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２．３８５８ １２个月

孙文渊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３．１８１１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２．３８５８ １２个月

刘尔彬 １，２８５，６７０ ２．５４４９ １，２８５，６７０ １．９０８６ １２个月

赛富金钻 １，２３２，２０６ ２．４３９０ １，２３２，２０６ １．８２９３ １２个月

华融天泽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７８４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１．５５８８ １２个月

信德产投 １，０２８，９９９ ２．０３６８ １，０２８，９９９ １．５２７６ １２个月

孙圣杰 ９６４，２５３ １．９０８６ ９６４，２５３ １．４３１５ ３６个月

国坤投资 ８４０，０００ １．６６２７ ８４０，０００ １．２４７０ １２个月

蔡雄江 ６４２，８３５ １．２７２４ ６４２，８３５ ０．９５４３ １２个月

郑德伦 ５２２，３０４ １．０３３８ ５２２，３０４ ０．７７５４ １２个月

张伟君 ４２０，０００ ０．８３１３ ４２０，０００ ０．６２３５ １２个月

陈华松 ４２０，０００ ０．８３１３ ４２０，０００ ０．６２３５ １２个月

康远投资 ２１，０００ ０．０４１６ ２１，０００ ０．０３１２ １２个月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 － ８４２，００７ １．２５００ ２４个月

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６７４，０７２ １．０００７ ６个月

小计 ５０，５２０，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３６，５２０ ７７．２５０７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期股份 － － １５，３２４，０６８ ２２．７４９３ －
合计 ５０，５２０，４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７，３６０，５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七、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孙志强 ２０，１２５，４３５ ２９．８７７２ ３６个月

２ 柯希平 ６，４８８，３０８ ９．６３２２ １２个月

３ 厦门恒兴 ４，０１７，７２０ ５．９６４５ １２个月

４ 粤铂星投资 ２，５１１，７６５ ３．７２８８ １２个月

５ 横琴广金 ２，３０５，８８２ ３．４２３２ １２个月

６ 瑞方投资 １，８２２，８００ ２．７０６０ １２个月

７ 张国良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２．３８５８ １２个月

８ 颜雪涛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２．３８５８ １２个月

９ 孙文渊 １，６０７，０８８ ２．３８５８ １２个月

１０ 刘尔彬 １，２８５，６７０ １．９０８６ １２个月

合计 ４３，３７８，８４４ ６４．３９８０ －

八、战略配售
（一）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跟投主体为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二）跟投数量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２３，１９７，２９２．８５元，本次
获配股数８４２，００７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三）限售期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６８４．０１４７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每股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７．５５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元 ／股。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４３．３０倍（每股收益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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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２．１３倍 （按照每股发行价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０．６４元 ／股（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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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１２．９３元 ／股（按照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４６，３９４．６０万元。
２、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对公司募集资

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０］第
ＺＣ１０００９号）。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５，８０７．１８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项目 金额

承销费用与保荐费用 ４，５５０．２８
审计费用与验资费用 ４９６．２３

律师费用 ２４５．２８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４９．０６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６６．３４
合计 ５，８０７．１８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４０，５８７．４２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１６，４６４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４２，００７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３９９，０００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４３１２０７５％，其中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６，３９０，０６６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８，９３４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９，５９９，１４０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９，５９９，１４０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０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８，９３４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财务信息情况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６年度、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上述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２０１９］第 ＺＣ５０１０３号）。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合并
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但未经
审计。上述主要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三季度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已在
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公司上市后２０１９年三季度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

二、２０１９年度全年业绩的预计情况
根据经审阅的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经营成果及目前经营状况， 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度

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区间约为７３，８１４万元至７７，８９０万元， 较上年增长０．２４％至
５．７７％；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５，７４１万元至６，０５９万
元，较上年增长０．５８％至６．１５％；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４，４８４万元至５，０８３万元，较上年增长４．６４％至１８．６２％。

前述２０１９年度预计业绩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 不构成公司
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经

营业绩情况良好。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业
务的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
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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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对应投资项目名称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３６０２００５７２９２００８４９２４９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东风支行 ３９９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６０４９２ 工业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生产基地项目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开发区分行 ６３５３７２７７２９７９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开发区东区支行 ６９３８７２７７２２４２ 偿还银行借款项目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江南支行 ３９１１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７３４３９ 超额募集资金项目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为“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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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应当遵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甲
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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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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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甲方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
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
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３、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国威、夏晓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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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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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

（下转C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