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三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C6

公司名称：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１９９２年０７月１８日
股权结构：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独资控股
注册资本：６００，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６００，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邓军民
住所：长沙市岳麓区含浦北路９９９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金融、电力、天然气、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酒店、旅游、

批发零售业的投资及国有资产、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批发零售业的经营（涉及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取得批准后方可经营）。

湘投控股最近一年（２０１９年数据未经审计）的资产及盈利状况如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５，１９２，２４８．００
净资产（万元） １，６５３，５９７．００
净利润（万元） ４３，１０１．００

主营业务及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湘投控股主营业务是国有资产的经
营管理，发行人是其医药行业板块的经营公司。

（二）本次发行后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２８．５７％的股份。 湖南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如下：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１、董事
本公司董事共９人，其中独立董事４人，所有董事均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任期三年，各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本届任期 职位

杨文逊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董事长

倪莉 女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董事

王明恒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董事

曾令胜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董事

张海峰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董事

张达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独立董事

韩育明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独立董事

康彩练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独立董事

杨艳 女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独立董事

２、监事
本公司监事共５人，其中监事会主席１人，本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情况如

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本届任期 职位

黄治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监事会主席

张瀑 男 中国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监事

姚元杰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监事

段湘伟 男 中国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职工代表监事

涂凤鸣 女 中国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职工代表监事

３、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２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本届任期 职位

张世喜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总经理

黄俊迪 男 中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月 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

４、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９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境外居留权 出生年月 职位

张世喜 男 中国 无 １９７４年８月 总经理

胡双华 男 美国 有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首席科学家

王兴旺 男 中国 无 １９５９年７月 技术中心总经理

刘书考 男 中国 无 １９８１年８月 高级医学经理

霍碧姗 女 中国 无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 研究院副院长

郑琴香 男 中国 无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研究院副院长

游志毅 男 中国 无 １９８６年３月 临床部部长

杨敏 女 中国 无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 药事部部长

缪栋 男 中国 无 １９８４年８月 合成室主任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核心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股
情况

１、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核心人

员及其近亲属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核心人

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 与董、监、
高管、其他核心

人员关系

投资企业
名称

在投资企业
享有权益的
比例（％）

投资企业持
有本公司股
份的比例（％）

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杨文逊 董事长

广州霆霖 ６９．７５ ２．０５ １５０．３８９４ １．０７
宜必信投资 ２３．９７ ６．７１ １６９．００ １．２１
裕沣投资 ０．５７ ２．４９ １．４８９７５ ０．０１
拓新投资 ３４．００ ０．２２ ７．９０７３ ０．０６

张世喜 总经理

宜必信投资 ７．８９ ６．７１ ５５．６６１ ０．４０
拓新投资 １３．２０ ０．２２ ３．０６９９ ０．０２
广州霆霖 １８．５０ ２．０５ ３９．８８８２ ０．２８

黄俊迪
常务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宜必信投资 ０．４９ ６．７１ ３．４２３６ ０．０２
裕沣投资 ６．５４ ２．４９ １７．１２９５ ０．１２
广州霆霖 ６．７５ ２．０５ １４．５５３８ ０．１０
拓新投资 １３．２０ ０．２２ ３．０６９９ ０．０２

霍碧姗 研究院副院长 宜必信投资 ０．７１ ６．７１ ５．００ ０．０４
郑琴香 研究院副院长 裕沣投资 １２．５２ ２．４９ ３２．７７４４５ ０．２３

杨敏 药事部部长
宜必信投资 ０．７１ ６．７１ ５．００ ０．０４
裕沣投资 １．７１ ２．４９ ４．４６９２ ０．０３

注：上述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数额是依据相关合伙企业的协议约定测算得
出。

除上述持股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及其近亲
属不存在其他通过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股份锁定期限具体承诺内容
详见“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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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不存在未披露的员工持股计划。
五、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不存在未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数量
（股）

占比
（％）

数量
（股）

占比
（％）

一、限售流通股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１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广州乾元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
伙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５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９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６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湖南省厚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４．２９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杭州信为玺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４．２９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键宁银创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０５，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２０５，０００ ３．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汇尚致鑫实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６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叶胜利 ２，７９５，０００ ２．６６ ２，７９５，０００ ２．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广州霆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南方汇鹏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西部证券投资 （西安 ）有限公司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２４个月

网下摇号中签配售对象 １，５５０，３２４ １．１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６个月

小计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９５０，３２４ ７７．１１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３２，０４９，６７６ ２２．８９
小计 ３２，０４９，６７６ ２２．８９
合计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１０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期限

１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２ 广州乾元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１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３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１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４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
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 湖南省厚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 杭州信为玺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７ 深圳市键宁银创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０５，０００ ３．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８ 深圳市汇尚致鑫实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９ 叶胜利 ２，７９５，０００ ２．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０ 广州霆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１ 深圳市南方汇鹏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合计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

八、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无
九、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机构安排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

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西部证券投资（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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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４．００％，即１４０．００万股，认购金额为４，８９１．６０万元。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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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数量 ３，５００万股，无老股转让

发行价格 ３４．９４ 元 ／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市盈率 ５５．４８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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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净率 ３．３３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３元 ／ 股 （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０．４８元 ／ 股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的审计净资产加上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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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２９０．００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出具天职业字【２０２０】１６００８号《验资报告》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发行费用总计为８，７６１．７７万元（不含增值税）
根据天职业字【２０２０】１６００８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１）保荐及承销费用合计：７，１１０．７５万元（不含增值税）

（２）审计及验资费用：６３３．０２万元（不含增值税）

（３）律师费用：４００．００万元（不含增值税）

（４）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５４２．４５万元（不含增值税）

（５）印刷费、登记费及摇号等费用：７５．５４万元（不含增值税）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１３，５２８．２３万元

发行后股东户数 ３０，５５０
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与净额之差，与
发行费用概算出现差异为四舍五入的原因。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
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职业
字［２０２０］２４３７号”《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本
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一、发行人２０２０年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区间为３０，０００．００万元至３５，０００．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８．８８％至５０．３６％；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区间为２，５８８．００万元至３，０７６．００万元 ， 同比增长２５．７８％至
４９．５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２，５６０．００万元至
３，０４８．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８．９０％至５３．４８％。上述２０２０年一季度财务数据为公司预计
数据，不构成盈利预测。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审计截止日后至本
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产品 ／服务价
格、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 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
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未出现重大
的市场突变情形。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公司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审计截止日后至本

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产品 ／服务价
格、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 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
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未出现重大
的市场突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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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发行人已与

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方支行 ３６０２０４１７２９２００６９９７６１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７２５０７２８４８３１３

二、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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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

合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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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股东

大会和监事会。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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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朝晖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３１９号８幢１００００室
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０４３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４
保荐代表人 李锋、邹扬

项目协办人 薛冰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西部证券作为南新制药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遵循诚实守信、勤勉

尽责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发
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经过审慎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新制药申请其股
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其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
条件，同意推荐南新制药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李锋 先生，现任投资银行华南总部总经理，先后主持了湖南计算机股份有

限公司１９９９年度配股及２００１年度增发新股、金健米业２０００年增发新股项目；曾担
任１９９９年湖南大学百泉集团、石家庄劝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及２０００年湖大科教资产
置换财务顾问工作项目负责人，２００２年金果实业资产置换财务顾问工作项目负
责人，２００３年青海电力企业债券项目负责人； 主持了湘财证券２００４年定向发行证
券公司债券项目。 担任湖南株冶火炬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代表人；三一重工股权分置改革的项目执行负责人和保荐代表人，郑州
煤电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代表人， 民生银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项目执行负责人和保
荐代表人，三爱富股权分置改革的项目执行负责和保荐代表人；某大型国企Ａ＋Ｈ
项目华欧国际项目团队负责人；沪东重机非公开发行项目主办人、保荐代表人；
民生银行非公开发行项目财务顾问项目主要负责人；２００９年作为保荐代表人成
功主持了中国第一批创业板上市企业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工作。 另外，李锋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还主持了尔康制药、红宇新材料、华凯创
意、九典制药、科创信息、华致酒行创业板上市工作，盐津铺子中小板上市等多项
ＩＰＯ项目，以及长城信息２０１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邹扬 先生，现任投资银行华南总部执行董事。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宝德股份、
金杯电工、尔康制药、红宇新材、利民股份、华凯创意、盐津铺子、九典制药、科创
信息、华致酒行ＩＰＯ项目；长城信息２０１４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太阳鸟重大资产重组
等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稳定股价的预案和承诺
（一）发行人关于公司股票上市后股票价格稳定措施的预案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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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
行调整）（以下简称“触发稳定股价义务”），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控股股
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将采取以下措施稳定公司股价。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五个工
作日内制订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审
批 ／备案程序（如需）后实施，且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实施方案。 公
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 公司应将稳定股
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后，如公司
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则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
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自稳定
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若稳定股价方案终止的条件未能实现，则公
司董事会制定的稳定股价方案即刻自动重新生效，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
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继续履行稳定股价措施；或者公司董事会
即刻提出并实施新的稳定股价方案，直至稳定股价方案终止的条件实现。

（１）公司回购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若控股股东未如期公告前述具体增持计
划， 公司董事会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２５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回购股票
方案（以下简称“回购方案”）并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回购方案应包括回购股票数
量范围、回购价格区间、回购期限等，且单一年度回购总金额不应低于上一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的２０％。

（２）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于触发稳定
股价义务之日起１０个交易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股票以稳定股价的书面方案 （以
下简称“增持方案”），增持方案应包括增持股票数量范围、增持价格区间、增持期
限等， 且单一会计年度增持总金额不应低于其最近一次从公司所获的现金分红
金额的２０％，但单一会计年度增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 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承诺将督促控股股东履行上述承诺。

（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董事（不含独立董事
及不在公司领薪的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若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回购
方案，或者，公司董事会未如期公告回购方案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于触发
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３０个交易日内无条件增持公司股票， 且各自累计增持金额
以不低于其上年度税后薪酬总额的２０％，但不超过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
度的薪酬总和。

对于公司未来新聘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将在其作
出承诺履行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要求后，方可聘任。

（４）稳定股价方案的终止情形
如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已启动但尚未实施且仍在实施期内， 当公司股票连续

５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每股净资产时，则本次稳定股价方案停止实施。 稳定股
价具体方案实施完毕或停止实施后，如再触发上述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
价措施。

（二）关于发行人股票上市后股票价格稳定措施的承诺
公司制定了稳定股价措施的预案并由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独立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时稳定股价措施承诺如下：

“１、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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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
产相应进行调整）（以下简称“触发稳定股价义务”），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公
司、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将采取以下措施稳定公
司股价：

（１）控股股东增持：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１０个交易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股票以稳定股价的书面方案（以下简称“增持方案”），增持
方案应包括增持股票数量范围、增持价格区间、增持期限等，且单一会计年度增
持总金额不应低于其最近一次从公司所获的现金分红金额的２０％，但单一会计年
度增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
资委承诺将督促控股股东履行上述承诺。

（２）公司回购：若控股股东未如期公告前述具体增持计划，公司董事会应于触
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２５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回购股票方案（以下简称“回购方

案”）并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回购方案应包括回购股票数量范围、回购价格区间、回
购期限等，且单一年度回购总金额不应低于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２０％。

（３）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薪的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若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回购方案，或者，公司董事会未如期公告回购方案的，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３０个交易日内无条件增持公
司股票，且各自累计增持金额以不低于其上年度税后薪酬总额的２０％，但不超过
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的薪酬总和。

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其回购或增持义务不符合证券
监管法规要求的（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公众股股权分布的最低比例要求等），则其
回购或增资义务之履行期限相应顺延，直至满足或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承诺：
南新制药上市后三年内， 如南新制药股票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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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
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以下简称“触发稳定股价义务”），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
致， 本单位将督促湘投控股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１０个交易日内向公司提
交增持股票以稳定股价的书面方案（以下简称“增持方案”），增持方案应包括增
持股票数量范围、增持价格区间、增持期限等，且单一会计年度增持总金额不应
低于其最近一次从公司所获的现金分红金额的２０％，但单一会计年度增持股份数
量累计不超过南新制药股份总数的２％。

２、若控股股东未履行上述承诺或未履行增持方案，公司有权责令控股股东
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控股股东仍不履行的，应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控股股东最低增持金额－其实际用于增持股票的金额（如有）
控股股东拒不支付现金补偿的，公司有权扣减其应向控股股东支付的分红，同时
控股股东不得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自愿放弃对所扣减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３、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上述承诺的，公司有权责令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仍不履行，应向公司支付
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每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低增持金额（即其上年度薪酬总
和的３０％）－其实际用于增持股票的金额（如有）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拒不支付现金补偿的，公司有权扣减其应向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支付的报酬或应得的现金分红，且同时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转让
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股票增持义务情节严重的，
控股股东或董事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
关董事，公司董事会有权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放弃对所扣减薪酬的追索权。
４、若公司不履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回购方案，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需增持应由公司回购的全部股票。 且公司应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二、本次发行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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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湘投控股承诺
“（１）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南新制药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关于股份限制流通的承诺
若本公司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６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则本
公司持有的南新制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
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３）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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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公司承诺及时向南新制药申报本公司持有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如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上述股份的上市流通问题有新的
规定，本公司承诺按新规定执行。 ”

（二）发行人持有５％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承诺
发行人持有５％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广州乾元承诺：
“（１）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南新制药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关于股份限制流通的承诺
若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６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则本
企业持有的南新制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
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３）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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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本企业承诺及时向南新制药申报本企业持有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如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上述股份的上市流通问题有新的
规定，本企业承诺按新规定执行。

（４）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本企业违反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有关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 则本企业违

反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所得收益归南新制药所有； 如果本企业未将前述转让
收益交给南新制药，则南新制药有权冻结本企业持有的南新制药剩余股份，且可
将应付本企业的现金分红扣留， 用于抵作本企业应交给南新制药的转让股份收
益，直至本企业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

发行人持有５％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杭州鼎晖承诺：
“（１）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南新制药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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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本企业承诺及时向南新制药申报本企业持有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如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上述股份的上市流通问题有新的
规定，本企业承诺按新规定执行。

（３）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本企业违反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有关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 则本企业违

反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所得收益归南新制药所有； 如果本企业未将前述转让
收益交给南新制药，则南新制药有权冻结本企业持有的南新制药剩余股份，且可
将应付本企业的现金分红扣留， 用于抵作本企业应交给南新制药的转让股份收
益，直至本企业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

（三）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
“（１）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
由南新制药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关于股份限制流通的承诺
若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６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则本
人持有的南新制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
月。 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３）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人保证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 若本人违反股份锁定

和减持的有关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 则本人违反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所得
收益归南新制药所有；如果本人未将前述转让收益交给南新制药，则南新制药有
权冻结本人持有的南新制药剩余股份，且可将应付本人的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
作本人应交给南新制药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

（四）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承诺
“（１）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和离职后六个月内，本

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南新制药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自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期满之日起４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
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２５％。

（２）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人保证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遵守上述承诺。 若本人违反股份锁定

和减持的有关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 则本人违反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所得
收益归南新制药所有；如果本人未将前述转让收益交给南新制药，则南新制药有
权冻结本人持有的南新制药剩余股份，且可将应付本人的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
作本人应交给南新制药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

（五）其他股东承诺
“（１）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南新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南新制药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南新制药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违反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有关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

份， 则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违反承诺转让南新制药股份所得收益归南新制药所
有；如果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未将前述转让收益交给南新制药，则南新制药有权
冻结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持有的南新制药剩余股份， 且可将应付本人 ／本企业 ／
本公司的现金分红扣留， 用于抵作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应交给南新制药的转让
股份收益，直至本人 ／本企业 ／本公司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发行人承诺：
“（１）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２）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

的，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
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发行人控股股东湘投控股承诺：
“（１）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２）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

的， 控股股东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承诺：
“南新制药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

如南新制药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
本单位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５个工作日内督促湘投控股启动股份
购回程序，购回南新制药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四、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公司承诺通过如下措施努力提高公司的收入和盈利水平， 以填补被摊薄的

即期回报，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能力。
１、加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合法合理使用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募集资金使用

的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将存放于
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进行集中管理，做到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管
理，并积极配合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

督，保证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从根本上保障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２、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实现项目的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

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提高公司的研发、运
营能力，巩固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实现公司业务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在资金的计划、使用、核算和防范风险方面强
化管理，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实现预期效益。

３、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合理运用各种

融资工具和渠道控制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
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理风险。 除此之外， 公司将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确保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充分行使权利、科学决策和有效行使监督职能，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
本次发行并上市后，公司将实行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 《公

司章程（草案）》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比例、分配形
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 完善了公司利润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
策的调整原则。 同时，公司还制订了《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增
加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分配进行监督。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为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１１０号）、《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１７号）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５］３１号）等相关规定和文件精神，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即期回
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控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１）承诺不以控股股东身份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侵占公司利益。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承诺：
“本单位承诺不以实际控制人身份越权干预南新制药的经营管理活动，侵占

南新制药利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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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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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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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本承诺出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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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本公司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
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 ／本公司同意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
本人 ／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

五、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主体关于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 ／本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
其他信息披露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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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本人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在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上述情形后３个月内， 本公司 ／本人将向遭受损失的
投资者支付现金赔偿， 投资者损失以投资者举证证实的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
限，不包括间接损失。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本人未采取有效补救措施或履行赔偿责
任之前，南新制药有权将应付本人的薪酬或津贴扣留，用于赔偿投资者，直至本
人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发行人承诺：
“１、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

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该等情形对判断公司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按如下方式依法回购
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

（１）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公司本次发行的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的阶段
内，则公司将把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
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资者。

（２）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新股已完成上市交易之后，公司将
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
决后１５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 制订针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新股之股份回购方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将按照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具体方案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 回购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
上市的公司股票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回购时相关期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或中
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价格。 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至回购前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２、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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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
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

发行人控股股东湘投控股承诺：
“１、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
认定或生效判决后，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购回价格为不低于发行人股
票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回购要约发出时相关期间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或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价格，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如果发行人上市
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２、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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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
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３、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并已
由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
判决的，本公司承诺将督促发行人履行股份回购事宜的决策程序，并在发行人召开
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时，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承诺：
“若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按照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
作出有效司法裁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六、本次发行的证券服务机构的承诺
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承诺：
“（１）西部证券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对发行人的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行，对其他中介机构出
具的专业意见进行核查，对发行人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是否符合法定发行条
件做出专业判断， 确保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

（２）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
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３）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
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４）本承诺书自本公司盖章之日起即行生效且不可撤销。 ”
２、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１）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若因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３）上述承诺为本所真实意思表示，本所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
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所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３、发行人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承诺：
“（１）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若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３）上述承诺为本所真实意思表示，本所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
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所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４、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
“（１）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２）若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

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机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３）本机构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并对此承担责任。 ”

七、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承诺如下：
“本人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１、如本人 ／本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需提出新

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
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在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
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３）暂不领取公司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人 ／本公司的部分；
（４）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

得收益的５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５）如因本人 ／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公司或投资者损失。
２、如本人 ／本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需提出新的

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
措施实施完毕：

（１）在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及时、充分说明
未胜行承诺的具体原因；

（２）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司
投资者利益。 ”

八、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上述承诺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股份锁定、股份减
持、 稳定股价、 股份回购及未能履约的约束承诺等方面作出承诺并签署了承诺
函，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承诺真实、合法、有效。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相
关主体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股份锁定、 欺诈发行股份回购等相关承诺，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上接C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