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开普云 股票代码：６８８２２８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普云”“本公司”“发行人”或

“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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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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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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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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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

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的股份锁
定期为１２个月，网下限售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无限售流
通股为１４，５１３，０１４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１．６２％，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
性不足风险。

（三）市盈率处于较高水平
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９．２６元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４０．１８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３８．１１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５３．５８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５０．８２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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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Ｉ６５）”。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Ｉ６５）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６９．１２倍。 本次发行价格５９．２６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１９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５３．５８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拓尔思、南威软件、科
创信息的２０１９年市盈率均值５４．６８倍。 发行人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
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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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化建设目标和政策变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为全国各级党政机关， 业务发展受政府信息化建设目标和

相关政策的影响。 政府信息化建设历经了探索起步、业务系统构建阶段，目前
处于促进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阶段，目标是着力实
现“互联网＋政务”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以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务服
务的获得感，引导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为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划，
大力推动“互联网＋政务”的深入发展。

公司业务布局与“互联网＋政务”高度契合，经营发展迎来良好的市场
机遇，并在报告期内实现了快速成长。 如果未来政府信息化建设目标和相
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各级党政机关对“互联网＋政务”的服务需求和
预算投入，而公司未能及时调整业务布局，将对未来的经营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

（二）大数据服务收入占比不高及应用未能拓展的风险
云计算按照服务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基础设施即服务（ＩａａＳ）、

平台即服务（ＰａａＳ）和软件即服务（ＳａａＳ）。 公司的大数据服务是构建在阿里云
等ＩａａＳ平台之上的ＳａａＳ服务。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大数据服务收入占公司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２９．０３％、２５．６９％和２１．２３％，占公司营业收入大部分比例
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建设及运维业务不属于云计算服务。

公司大数据服务的主要应用集中于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内容监测
领域，应用领域相对单一，且公司目前在该领域积累了较大规模的客户基数，
已经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新增客户数量放缓。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大数
据服务业务新增客户数量分别为４０９个、２２３个和１７２个；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
年的收入增速分别为７５．７４％、２８．８１％和８．０１％，呈下降态势。 公司如果不能有效
拓展大数据服务的应用领域， 开发出契合客户需求的更为丰富的大数据服务
产品，大数据服务业务将面临新增客户数量和收入增速放缓，甚至收入下滑的
风险。

（三）市场竞争加剧和区域相对集中风险
随着“互联网＋政务”的业态成熟，包括互联网巨头在内的更多实力雄厚

的企业开始进入这一行业，行业竞争必将进一步加剧。 此外，公司自设立以来
重点深耕华南和华北区域市场， 该等区域市场在报告期内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７７．３８％、８１．６７％和６１．７７％，市场区域相对集中。

如果公司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状况的变化， 持续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业务发
展战略，实现华东、华中、西北等其他区域市场的有效拓展，公司经营业绩容易
受华南、华北区域市场发展和竞争状况影响，难以为经营业绩持续增长提供充
足的市场空间，甚至将面临被有实力的竞争对手赶超并丧失竞争优势的风险。

（四）企业和媒体内容管理市场开拓不利的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深耕于政务服务市场， 并将企业和媒体内容管理市场作为

未来主要的拓展方向之一。 虽然公司也为大型央企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
的建设，但由于现阶段资源有限，在金融和媒体领域积累的客户较少，且尚未
进入电信领域。与上述领域主流的大型跨国软件企业的同类软件相比，公司的
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的产品功能还不够完备， 存在国际化和多语言支持能力
弱、一些行业标准的支持偏弱、对国外的一些主流业务系统的集成和支持能力
还有待验证等不足。因此，公司在企业和媒体内容管理领域的业务经验尚不够
丰富，面临市场拓展不利的风险。

（五）技术升级迭代风险
随着５Ｇ技术的商业化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规

模将显著超过文本和图片内容。 此外，在向数字政府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在
关注自身内容数据的同时，更加关注互联网全范围内容的采集、监管和分析，
以辅助实现更加全面的政策制定能力。

目前，公司主要专注于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文本内容的监测和政府
内部文本、图片数据的管理、存储、分析和应用，对互联网全范围的更大规模的
内容，尤其是对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的处理和分析技术积累较少。 如果公
司不能准确研判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持续投入研发并布局新技术和新产品，
则会给公司未来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业绩增速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６６８．１３万元、２２，８０３．４３万元和２９，８０６．７７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３７．９３％；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３，４４３．１６万元、５，７２９．７５万元和７，４２５．２０万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４６．８５％，业绩保持快速增长。 从长期来看，为保持产品和技术优势，公司研发

费用还将进一步增加，且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营业收入和利润基
数持续增加，维持高速增长的难度有所加大。 此外，公司业绩受行业政策变
化、技术产品的更新迭代、人工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影响较大，若在经营过程中
无法应对外部环境的各种不利变化，公司将面临业绩增速放缓甚至业绩下滑
的风险。

（七）业绩季节性波动风险
受党政机关预算管理制度和采购流程的影响， 公司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主要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存在明显
的季节性。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度，公司第四季度确认的营业收入占
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５０．９６％、４５．４４％和５２．４７％，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由
于营业收入主要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实现， 而期间费用在各季度内较为
均衡地发生，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较强的季节性波动风险。经营业绩的季节
性波动除造成投资者无法通过中期报告合理推算全年经营成果外， 对公司的
项目管理、人员调配和资金使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公司无法有效
平衡忙淡季的资源配置，可能导致人员、资金等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对公司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

（八）应收账款规模增加的风险
公司的应收账款主要由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建设业务产生，除质保金外，

期末应收账款大部分于第四季度形成。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
为２，４８９．７７万元、２，９０８．１２万元和９，４６０．６５万元。２０１９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以前
年度大幅上升，主要是２０１９年１２月验收项目金额大幅增加所致。 受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期间的政府机构改革影响，项目合同签订及验收进度有所延后，而相当部分
项目合同约定于２０１９年完成验收；其中诸如湖南、安徽、西安、昌都等一系列金
额较大的省市政府网站集约化项目均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才得以验收， 以上四个项
目的应收账款余额共计３，５５８．３８万元， 占２０１９年末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额
的５４．３１％。虽然公司的应收账款客户多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发生坏账损失
的可能性较小，但若持续产生较大规模的应收账款，将不利于公司保持健康的
现金流，并影响业务的快速发展。

（九）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汪敏先生在本次发行前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

公司５６．０８％的股份，在本次发行后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直接影响公司重
大经营决策的能力。尽管公司已审议通过相关制度规范实际控制人的行为，但
如果汪敏先生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和对公司的影响力， 通过行使表决权对
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实施不当控制，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可能受到损害。

（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导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 而净资产规模和投资项

目的人力成本、折旧摊销费用却大幅增加。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新增固
定资产１９，８９１．００万元，无形资产３，８２４．８０万元，达产后将新增年折旧摊销费用
２，５８０．８４万元。 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间，年新增研发人员费用分别
为３，９３３．８５万元、８，８９１．７４万元， 该等费用对项目建设期间的经营业绩影响较
大。

如果未来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的收入、利润不能持续增长或
增速放缓，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经济效益无法达到，公司存在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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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９４号”批

复，同意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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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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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普
云”，证券代码“６８８２２８”；其中１４，５１３，０１４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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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７日
（三）股票简称：开普云；扩位简称：开普云信息科技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２２８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６７，１３３，４４０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１６，７８３，３６０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１４，５１３，０１４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５２，６２０，４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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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子公司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国金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配售数量为６７４，９９１股；发行人高管与核心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 中金公司丰众２０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配
售数量为９２３，４９５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项目 发行前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锁定期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汪敏 １８，５５２，８００ ３６个月

东莞政通 １２，６７２，０００ ３６个月

北京卿晗 ６，３３６，０００ ３６个月

刘轩山 ２，７７９，２００ １２个月

舟山朝阳 ２，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深圳宝创 １，４２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宁波龙马 １，２６７，２００ １２个月

广东紫宸 １，２５２，８４０ １２个月

深圳长润 １，０５０，０４０ １２个月

共青城高禾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苏州惠真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苏州六禾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吴益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西安六禾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合计 ５０，３５０，０８０ －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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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战略投资者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的６７４，９９１股股票的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２、中金公司丰众２０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

配的９２３，４９５股股票的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
月；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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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
共有２，７０５个账户，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２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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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８６０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１６％，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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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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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开发

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公司选择的上市标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２．１．２条款的第（一）项上市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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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说明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５９．２６元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６，７１３．３４４０万股，发行

市值为３９．７８亿元，不低于１０亿元；公司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９，８０６．７７万元，
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度净利润分别为５，７２９．７５万元和７，４２５．２０万元 （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累计为１３，１５４．９５万元。 公司满足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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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第一项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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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Ｕｃａｐ Ｃｌｏｕ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首次公开发行前） ５，０３５．００８０万元

注册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１９００７２５９６９４８４Ｅ

法定代表人 汪敏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７日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中山东东升路１号汇星商业中心５栋２单元１８０５室

经营范围：

电子商务应用、网络工程、软件及网络系统集成开发；网络技术咨询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为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大中型企业、媒体单位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平
台的建设、运维以及大数据服务

所属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Ｉ６５）

邮政编码 ５２３３２６

公司电话 ０７６９－８６１１５６５６

公司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３３９９０４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ａｉｐｕｙｕｎ．ｃｎ

电子信箱 Ｂｏａｒｄ－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ｕｃａｐ．ｃｏｍ．ｃｎ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
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 马文婧

董事会办公室电话号码 ０７６９－８６１１５６５６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汪敏。本次发行前，汪敏直接持有公司

１，８５５．２８万股，占公司３６．８５％的股份，通过东莞政通和北京卿晗分别间接持有
公司１２．５２％和６．７１％的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５６．０８％的股份，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汪敏先生，男，１９７１年６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性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１０６０３＊＊＊＊，硕士研究生学历，计算机软件专业。 １９９５年７月
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历任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产品总
监、事业部总经理；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历任开普有限技术总监、董事长、
总经理等职务；２０１６年９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兼任北京开普
董事长、成都开普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东莞政通执行董事。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汪敏。 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控

制关系图如下所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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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１、董事简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共设８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３名，公司董

事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各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任职 本届任限

汪敏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刘轩山 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肖国泉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李绍书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曾鹭坚 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何谦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徐莉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李志浩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２、监事简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共设监事３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１名，本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限

王静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林珂珉 监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

袁静云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８日

３、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有６名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限

汪敏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７日

肖国泉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７日

李绍书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７日

严妍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７日

王金府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７日

马文婧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７日

４、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有５人，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任职

汪敏 董事长、总经理

刘轩山 董事、研发部副总经理

刘鹏飞 研发部总经理

周键 产品部总经理

王静 监事会主席、产品部副总经理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和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关联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不含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获配的股份） 的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直接持股数
（股）

间接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

１ 汪敏 董事长、总经理 １８，５５２，８００ ９，６８２，８１８ ４２．０６％ ３６个月

２ 刘轩山 董事、研发部副总经理 ２，７７９，２００ － ４．１４％ １２个月

３ 肖国泉 董事、副总经理 － ７３８，７７８ １．１０％ １２个月

４ 李绍书 董事、副总经理 － ４２１，９７８ ０．６３％ １２个月

５ 严妍 副总经理 － ３，６９５，６９５ ５．５０％ １２个月

６ 曾鹭坚 董事 － ３３，９２０ ０．０５％ １２个月

７ 王静 监事会主席、产品部副总经理 － ３１６，８００ ０．４７％ １２个月

８ 袁静云 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 ２１，５４２ ０．０３％ １２个月

９ 林珂珉 监事、北京开普总经理助理 － ８４，９０２ ０．１３％ １２个月

１０ 周键 产品部总经理 － １０５，１７８ ０．１６％ １２个月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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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

具体承诺内容详见“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股东关于自愿锁定股份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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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股东存在两个员工持股平台，分别

为东莞政通和北京卿晗。 东莞政通、北京卿晗分别持有发行人１，２６７．２０万股
和６３３．６０万股，分别占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２５．１７％和１２．５８％。 具体情况如
下：

（一）东莞政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东莞政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职务 ／ 岗位

１ 汪敏 ４９．７５ ４９．７５％ 董事长、总经理

２ 肖国泉 ５．８３ ５．８３％ 董事、副总经理

３ 陈莉 ５．８３ ５．８３％ 部门经理

４ 严妍 ５．８３ ５．８３％ 副总经理

５ 张扬 ５．００ ５．００％ 部门经理

６ 李绍书 ３．３３ ３．３３％ 董事、副总经理

７ 李伦凉 ３．３３ ３．３３％ 部门经理

８ 王静 ２．５０ ２．５０％ 监事会主席、部门经理

９ 王艳丽 ２．５０ ２．５０％ 部门经理

１０ 石庆孝 ２．５０ ２．５０％ 部门经理

１１ 陈锦强 ２．５０ ２．５０％ 销售人员

１２ 张春玲 １．６７ １．６７％ 部门经理

１３ 周键 ０．８３ ０．８３％ 部门经理

１４ 邓丽艳 ０．８３ ０．８３％ 销售人员

１５ 孙旭 ０．８３ ０．８３％ 部门经理

１６ 刘海明 ０．６７ ０．６７％ 部门经理

１７ 林珂珉 ０．６７ ０．６７％ 监事、项目经理

１８ 彭祖剑 ０．５０ ０．５０％ 部门经理

１９ 吴道君 ０．４２ ０．４２％ 内审经理

２０ 周强 ０．４２ ０．４２％ 部门经理

２１ 张伟 ０．４２ ０．４２％ 项目经理

２２ 唐文武 ０．４２ ０．４２％ 售前经理

２３ 邵罗树 ０．４２ ０．４２％ 项目经理

２４ 肖克 ０．４２ ０．４２％ 部门经理

２５ 杨小辉 ０．４２ ０．４２％ 项目经理

２６ 祝明阳 ０．３３ ０．３３％ 研发经理

２７ 宁丽 ０．３３ ０．３３％ 财务人员

２８ 王秀玲 ０．３３ ０．３３％ 销售人员

２９ 张彩虹 ０．３３ ０．３３％ 部门经理

３０ 姚佳 ０．２５ ０．２５％ 销售人员

３１ 陈镇波 ０．２５ ０．２５％ 售前经理

３２ 袁静云 ０．１７ ０．１７％ 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３３ 梁远光 ０．１７ ０．１７％ 行政人员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北京卿晗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北京卿晗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职务

１ 汪敏 ７９．９９５ ５３．３３％ 董事长、总经理

２ 严妍 ７０．００５ ４６．６７％ 副总经理

合计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员工持股平台限售安排
东莞政通、北京卿晗承诺：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 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５，０３５．００８０万股， 本次发行１，６７８．３３６０万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
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汪敏 １８，５５２，８００ ３６．８５％ １８，５５２，８００ ２７．６４％ ３６个月 －

东莞政通 １２，６７２，０００ ２５．１７％ １２，６７２，０００ １８．８８％ ３６个月 －

北京卿晗 ６，３３６，０００ １２．５８％ ６，３３６，０００ ９．４４％ ３６个月 －

刘轩山 ２，７７９，２００ ５．５２％ ２，７７９，２００ ４．１４％ １２个月 －

舟山朝阳 ２，１２０，０００ ４．２１％ ２，１２０，０００ ３．１６％ １２个月 －

深圳宝创 １，４２０，０００ ２．８２％ １，４２０，０００ ２．１２％ １２个月 －

宁波龙马 １，２６７，２００ ２．５２％ １，２６７，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２个月 －

广东紫宸 １，２５２，８４０ ２．４９％ １，２５２，８４０ １．８７％ １２个月 －

深圳长润 １，０５０，０４０ ２．０９％ １，０５０，０４０ １．５６％ １２个月 －

共青城高禾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１２个月 －

苏州惠真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１２个月 －

苏州六禾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１２个月 －

吴益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１２个月 －

西安六禾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１２个月 －

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 ６７４，９９１ １．０１％ ２４个月 战略配售

中金公司丰众２０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９２３，４９５ １．３８％ １２个月 战略配售

网下限售股份 － － ６７１，８６０ １．００％ ６个月 网下限售
股份

小计 ５０，３５０，０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６２０，４２６ ７８．３８％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 １４，５１３，０１４ ２１．６２％ －

小计 － － １４，５１３，０１４ ２１．６２％ －

合计 ５０，３５０，０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１３３，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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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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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敏 １８，５５２，８００ ２７．６４％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２ 东莞市政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６７２，０００ １８．８８％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３ 北京卿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６，３３６，０００ ９．４４％ 自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４ 刘轩山 ２，７７９，２００ ４．１４％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５ 舟山向日葵朝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２，１２０，０００ ３．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６ 深圳宝创共赢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１，４２０，０００ ２．１２％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７ 北京龙马汇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龙马
龙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２６７，２００ １．８９％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８ 广东紫宸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５２，８４０ １．８７％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９ 深圳市长润冰轮智能制造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０５０，０４０ １．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０ 共青城高禾中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１０ 智度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惠真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自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合计 ４９，４５０，０８０ ７３．６６％ —

七、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包括中金公司丰众２０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高管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金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公司）。

（一）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 “中金公司丰众２０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具体情况如下：
１、具体名称：中金公司丰众２０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２、获配股票数量：９２３，４９５股
３、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５．５０％
４、限售期限：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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