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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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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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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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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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
文。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为本次上市
服务的中介机构等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作出的重要承诺及说明如下：

一、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承诺：（１）自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２）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
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其本人
曾作出的承诺。

２、本公司股东苏州工业园区众全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鲁存聪、麻国
林、杨瑞义、鲁洁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３、本公司股东徐声波、林巨强、厉彩凤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４、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陈晓敏、翁荣
荣、方友平、任军平、谢蔓华、张启胜、解雅媛及本公司原监事李龙承诺：（１）自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２）在其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２５％，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持有发行人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５０％；（３）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应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其本人曾作出的承诺。

５、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方友平、解雅媛承诺：（１）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２０２０年９月６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其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２）其所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做相应调整。

二、滚存未分配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通过的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如果本

次股票获准发行， 则本次股票发行之日前所滚存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由新
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

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优先采用现
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利润分配形式及间隔期：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股利。公司当年如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利润时，应当进行年度利润分
配。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现金分红条件及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得少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１０％， 每年
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前述规定、 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
规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特殊情况是指：

１、公司当年出现亏损时；
２、发生金额占公司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１００％的重大投资时；
３、母公司报表当年实现的现金流为负数，且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货币资

金余额低于拟用于现金分红的金额。
（四）股票股利分配条件：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快速，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

情况与公司经营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可以在满足最低现金股利分配之余，进行股票股利分配。

公司拟采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
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
现金分红政策：

（１）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２）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
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本项规定处理。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在公司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
事会应当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订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拟进
行中期分配的情况下）、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
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
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且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 但公司董事会
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制订现金分红方案的，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
不分配原因、未用于分配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监事会应
当对此发表审核意见。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 应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
意见，除安排在股东大会上听取股东的意见外，还通过股东热线电话、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及时答复
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公司因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等原因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由公司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其
中，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在议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以上通过；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
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且不得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此发表审核意见；公司应当提供
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公司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市后三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具体内容参见招股说明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
策”之“三、（三）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四、上市后稳定股价的预案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公司股价持续低于每股净资产，公司将启动股价稳

定方案。
（一）启动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
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
或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

（二）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
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包括：（１）公司回购股票；（２）公司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票；（３）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４）组合使
用前述三种方式。

公司选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应考虑以下因素：（１）不能导致公司不符合上市
条件；（２）不能迫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３）不能违反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股票的规定。

回购或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具体回购或
增持股票的数量等事项将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时提前公告。

（三）实施股价稳定方案的程序
１、公司回购股票的程序
启动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满足时，公司将在１０日内召开董事会，依法作出

实施回购股票的决议，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公司用于回购
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５０％。

公司回购股票将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公司章程》中相关约定履行必要的程序。

回购股票时，公司将依法进行信息披露并履行通知债权人等义务。在满足
法定条件下依照决议通过的实施回购股票的议案中所规定的价格区间、 期限
实施回购。

公司全体董事（独立董事除外）承诺，在本公司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董
事会上，对相关决议投赞成票。公司控股股东陈晓敏、翁荣荣承诺，在公司就回
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公司回购股票后，将依据股票回购方案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用
于减少注册资本、奖励给本公司职工等用途。

２、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启动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满足时， 公司控股股东需在１０日内向公司提交

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披露。
本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票的资金额不超过各自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的扣除

个人所得税后分红和薪酬合计值的５０％。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方案应考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的规定。
３、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启动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满足时，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

人员需在１０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披露。
本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的资金额不超过各

自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的扣除个人所得税后薪酬合计值的５０％。
对于上市后三年内新聘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将

在其作出承诺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要
求后，方可聘任。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方案应考虑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的规定。

４、稳定股价措施实施顺序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同时涉及公司回购股票及特定主体增持股票的， 将按

照如下顺序先后实施：
（１）控股股东增持股票；
（２）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
（３）公司回购股票。
（四）稳定股价方案的终止情形
股价稳定方案实施前， 若本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

条件的，相关措施可不再继续实施。
股价稳定方案开始实施后， 若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９０个自然日内

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已披
露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１、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２、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或将

迫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五、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招股说明书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
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股份回购价格为有关违法事实被有权部
门认定之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公司将在有权部门认定上述违法事实之日
起３０个交易日内启动股份回购程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
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有关部门认定之日起３０个交易日内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本公司控股股东陈晓敏、翁荣荣承诺，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
重大、实质影响的，陈晓敏、翁荣荣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将督促本公司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若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承诺，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六、中介机构关于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华林证券承诺： 因华林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华林证券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承诺： 因本所及签字律师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因本所及签字会计师为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 因本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为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七、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和相关承诺
（一）关于填补本次发行上市被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

未来的回报能力，公司拟通过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积极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等措施，从
而提升资产质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填补回
报。 具体措施如下：

１、强化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有效应对经营风险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移动通信、 汽车等领域精密金属零部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 公司在运营发展中将可能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经营规模扩大
产生的管理风险、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汇率变动风险等。 为有效应对经营中
的各项风险，公司将继续以市场为导向，把握行业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研发
投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改善生产工艺流程，开发出产品附加值更高的新产
品，实现业务战略规划的推进和经营业绩的持续提升。

２、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合法合理使用
为规范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确保募集资金的使

用规范、安全、高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
账户中，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并设立台账，详细
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
用。 公司将保证募集资金按照计划用途有效使用，加快募投项目建设，积极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努力提高股东回报。

３、加强成本和费用控制，提高运营效率
为进一步改进公司业务运营状况，公司将优化生产管理各项业务流程，提

高公司生产自动化程度，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公司将通过开
展全过程成本控制和精细化管理来降低运营和管理中的各项成本， 从严管控
各项费用支出。 公司将通过完善内部控制，加快资产周转效率，来挖掘企业增
长潜力。未来公司在日常运营中将继续加强生产成本和费用控制，加强预算管
理，严格控制成本。与此同时，公司将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考核，完善与绩效挂
钩的薪酬体系，确保管理层勤勉尽责，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４、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

报投资者，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３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文件的相关要
求，综合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
等因素，在《公司章程（草案）（上市后适用）》中进一步明确了利润分配政策及
现金分红政策， 并制订了公司未来的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结合公司经营
情况与发展规划，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
分红，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本次发行上
市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
晓敏、翁荣荣承诺不越权干预发行人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发行人利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１、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

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

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届时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７、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
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及监管
机构的相应处罚。

八、未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
（一）公司未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将严格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
若公司未能履行或违背其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公开承诺，则：
１、公司将及时、充分地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公开的承诺的原因，并向

投资者致歉；
２、必要时，公司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向投资者提出补充

承诺或替代承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若因公司违反公开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予以赔偿。
但因不可抗力导致公开承诺不能履行的，则：
１、公司将及时、充分地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公开的承诺的原因；
２、必要时，公司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向投资者提出补充

承诺或替代承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严格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能履行或违背其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

公开承诺，则：
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及时、充分地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公

开的承诺的原因，并向投资者致歉；
２、必要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

发，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３、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公开承诺获得收益的，相关收益上

缴公司；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公开承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相关损失没有获得完
全清偿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将予以扣减。

但因不可抗力导致公开承诺不能履行的，则：
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及时、充分地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公

开的承诺的原因；
２、必要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

发，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若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或违背其在招股说明书中作

出的公开承诺，则：
１、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及时、充分地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

行公开的承诺的原因，并向投资者致歉；
２、必要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

度出发，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３、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公开承诺获得收益的，相关收

益上缴公司；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公开承诺造成投资者损
失的，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但因不可抗力导致公开承诺不能履行的，则：
１、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及时、充分地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

行公开的承诺的原因；
２、必要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

度出发，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九、持股５％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敏承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后， 其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不超过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的５％，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等；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的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在上述期限内拟减
持发行人股份时，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票有更严格的要求的，从
其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荣荣承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后， 其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不超过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的２％，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等；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的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在上述期限内拟减
持发行人股份时，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票有更严格的要求的，从
其规定。

公司股东众全信投资承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其所持发
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不超过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３％。 减持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 协议转让方式
等； 在锁定期满后２４个月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在上述期限内拟减持发行人
股份时，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
交易所规则对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票有更严格的要求的，从其规定。

若陈晓敏、翁荣荣、众全信投资未履行上述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则其：１、
需在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本公
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２、违反承诺卖出股份所得收益（若减持
价格低于承诺价格的，为承诺价格与减持价格之间的差价）归本公司所有；３、
若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十、其他重要承诺
（一）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晓敏、

翁荣荣向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参股的除瑞玛工

业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为他人经营或以
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相同、 相似或构成实质
竞争业务的情形；

２、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期间，承诺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
自营、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瑞玛工业及其子
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
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现在
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３、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期间，对于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承诺人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以及承诺人在该等企业中的控制地位，保证该等企业比照前款规定履行与
本承诺人相同的不竞争义务；

４、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承诺人或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从事的业务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业务之间的
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 则承诺人将在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提出异
议后， 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或促使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如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进一步要求，瑞玛工业及其
子公司享有该等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５、如从第三方获得任何与瑞玛工业经营的业务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商
业机会，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瑞玛工业，并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让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

６、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的
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 并赔偿瑞玛
工业及其子公司、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
承诺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瑞玛工业所有。 ”

（二）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及

持股５％以上的股东已做出如下承诺：
“本承诺人将善意履行作为发行人持股５％以上股东的义务， 不利用在发

行人的地位与职务便利，就发行人与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附属公司 ／附属企业
（如有，下同）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发行人的股东大会
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附属公司 ／附属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发行人发生关联
交易。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附属公司 ／附属企业如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与发行
人之间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则此种交易必须按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
条件进行，并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
程序， 保证不要求或接受发行人在任何一项交易中给予本承诺人优于给予任
何其他独立第三方的条件。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的附属公司 ／附属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发
行人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 本承诺人承诺将不会向发行人谋求任何超出
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本承诺函构成对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附属公司 ／附属企业具有约束力的
法律文件，本承诺人如有违反并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本承诺人及本
承诺人附属公司 ／附属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１８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
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５５０号）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及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２５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９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发行价格
为１９．０１元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２０２０］１３６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瑞玛工业”，股票代码“００２９７６”。 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２，５００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已在巨潮
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
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
３、股票简称：瑞玛工业
４、股票代码：００２９７６
５、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６、首次公开发行新股股票数量：２５，０００，０００股
７、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
声明与提示”。

９、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上市股份无其他锁定安排。
１０、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均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非交易日顺延）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本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陈晓敏 ５，６６６．５０８０ ５６．６７％ 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翁荣荣 ５３７．４９２０ ５．３７％ 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众全信投资 ５１４．６５００ ５．１５％ 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徐声波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２１年３月６日

鲁存聪 １１９．８５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麻国林 １０５．７５００ １．０６％ 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杨瑞义 １０５．７５００ １．０６％ 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林巨强 １０１．２５００ １．０１％ ２０２１年３月６日

厉彩凤 ３７．５０００ ０．３８％ ２０２１年３月６日

鲁洁 １１．２５００ ０．１１％ 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小计 ７，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

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上发行股份 ２，２５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

网下配售股份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

合 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上市保荐机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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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英文名称：Ｓｕｚｈｏｕ Ｃｈｅｅｒｓｓｏ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ｔａｌ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３、注册资本：７５，０００，０００元（发行前）；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发行后）
４、法定代表人：陈晓敏
５、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晨路２８号
６、电子信箱：ｓｔｏｃｋ＠ｃｈｅｅｒｓｓｏｎ．ｃｏｍ
７、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６１６８０７０
８、传真：０５１２－６６１６８０７７
９、董事会秘书：方友平
１０、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加工、销售：冲压板金件、模具、机械零配件、五

金紧固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注塑件、金属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１１、主营业务：移动通信、汽车、电力电气等行业精密金属零部件及相应模
具的研发、生产、销售。

１２、所属行业：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 年修
订），

公司业务属于Ｃ３３金属制品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及债券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任职期间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陈晓敏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５，６６６．５１ ２４３．２３
翁荣荣 董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５３７．４９ ４１．１７

方友平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董事会
秘书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 ３５．２５

沈健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 －
张薇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 －

任军平 监事 （监 事 会 主
席）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其中监
事会主席任期为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
－ ８．００

张启胜 监事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 ８．００
谢蔓华 监事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 ４．００
解雅媛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 ７０．５０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债券。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陈晓敏、翁荣荣夫妇。 其中，陈晓敏直接持

有公司５６，６６５，０８０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７５．５５％；翁荣荣直接持有公
司５，３７４，９２０股， 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７．１７％。 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６２，０４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８２．７２％；并且，陈晓敏、翁荣荣签署
了一致行动协议。

陈晓敏先生：１９７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２００３
年９月创办新凯精密并担任其执行董事、董事长等职务；２０１２年３月创办瑞玛有
限，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新凯精密执行董事、全信
金属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ＢＶＩ瑞玛和墨西哥瑞玛董事，众全信投资执行事务合
伙人、苏州汉铭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翁荣荣女士：１９７７年出生，中国国籍，美国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２００９年６
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任职于全信金属，担任行政主管。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在瑞玛有限任职，担任瑞玛有限监事。 现任公司董事、全信金属监事。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对外投资的企业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 认
缴出资额

主要经
营地 主营业务

苏州工业园区润佳
和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陈晓敏持有其
２５．５６％的出资额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１
日 ６，０４５万元 苏州 创业投资

苏州帝瀚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陈晓敏持有其
２．５８％的股权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３
日 ４，２７０万元 苏州

工业废液循环利用
系统化解决方案的
设计、研发、生产和
销售

苏州工业园区众全
信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陈晓敏持有其
４７．２６％的出资额，
翁荣荣持有其
８．００％的出资额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４
日 １，１００万元 苏州 实业投资、创业投

资

苏州汉铭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中心（有限

合伙）

陈晓敏持有其
８０％的出资额，翁
荣荣持有其２０％
的出资额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
日 ５００万元 苏州 无实际经营业务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人数为５１，７４２人。
公司前１０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陈晓敏 ５６，６６５，０８０ ５６．６７％

２ 翁荣荣 ５，３７４，９２０ ５．３７％

３ 苏州工业园区众全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５，１４６，５００ ５．１５％

４ 徐声波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５ 鲁存聪 １，１９８，５００ １．２０％

６ 麻国林 １，０５７，５００ １．０６％

７ 杨瑞义 １，０５７，５００ １．０６％

８ 林巨强 １，０１２，５００ １．０１％

９ 厉彩凤 ３７５，０００ ０．３８％

１０ 鲁洁 １１２，５００ ０．１１％

合 计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５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

为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９０％。

２、发行价格：１９．０１元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１６．９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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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２．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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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３、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２，２５０万股（回拨后），中签
率为０．０２４３４７９５２５％，超额申购倍数为４，１０７．１２倍；网下配售２５０万股（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余股８１，１１８股，网下发行余股２，２８０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合
计包销金额为１，５８５，３９５．９８元，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０．３３％。

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４７，５２５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２０２０年３月
３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容诚验字
［２０２０］２３０Ｚ００１７号《验资报告》。

５、发行费用总额：发行费用总额为４，０９８．３３万元（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
额）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２，４５２．８３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８４２．１１

律师费用 ２０７．５５

信息披露费用 ５３３．０２

发行手续费用 ６２．８３

合 计 ４，０９８．３３

本次发行新股每股发行费用为１．６４元。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 ／本
次发行股本）。

６、募集资金净额：４３，４２６．６７万元。
７、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不安排老股转让
８、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８．０６元（按照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计算）。
９、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８４元（按照２０１８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年度、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利润表、合并利润表和现金流
量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容诚审字［２０２０］
１００Ｚ００２７号）。 上述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已在《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
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
并出具了容诚审字［２０２０］１００Ｚ０１０３号《审阅报告》。 《审阅报告》已于２０２０年２月
１７日在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２０１９年年度财务报表相关指标
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
务信息”。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３０２．１０万元至１６，０６７．２１万元，
同比变动幅度为０％至５％；预计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２，１４３．７４万元至２，２５０．９３万元，同比变动幅度为０％至５％；预计２０２０年第一
季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２，１２３．１１万元至
２，２２９．２６万元，同比变动幅度为０％至５％。 以上预测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
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

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本公司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

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

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２、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
变化等）；

３、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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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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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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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立
住所：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３幢１单元５－５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４８８号太平金融大厦３８０２室
电 话：０２１－２０２８１１０２
传 真：０２１－２０２８１１０１
保荐代表人：蔡晓涛、黄萌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华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
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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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 华林证券愿意推荐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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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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