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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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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安信”、“发行人”、“本公司”、“公司”）股
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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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参与新股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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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安信”、“发行人”、“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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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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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

为４４％，首日跌幅限制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５日内，股票
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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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
上市初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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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战略配售股份锁定期为１２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 无限售流通股
为６９，２３６，９８０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１０．１９％，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融资融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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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市销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Ｉ６５），本次发行价格５６．１０元 ／ 股，对应公司市

值３８１．２６亿元，由于发行人尚未实现盈利，本次发行价格不适用市盈率标准。 ２０１９年公司营
业收入３１．５４亿元，发行价格对应市销率为１２．０９倍。与发行人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上市公司的
市销率平均值为１８．７８倍。 发行人选择了高研发投入且人员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与同行业
公司有所区别，为建设四大研发平台、布局“新赛道”产品、提升攻防竞争力、建立全国应急
响应中心而进行了大量投入。 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发行人尚未盈利及存在未弥补亏损，且
存在未来一定期间无法盈利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的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未来可
能存在股价下跌带来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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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发行人是一家采用第二套上市标准的尚未盈利的网络安全公司
公司专注于网络空间安全市场，主营业务为向政府、企业客户提供新一代企业级网络

安全产品和服务。 公司适用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５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
入不低于人民币２亿元，且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１５％。

报告期（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内，公司连续亏损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作为一家
采用第二套上市标准的尚未盈利的公司，本公司提示投资者关注公司以下风险：

１、报告期内连续亏损，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扣非后净利润大幅下滑，且未来一段时期可能持
续亏损的风险

网络安全产品及技术研发需要大量投入。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６２，９８５．７８万元、－８７，１７５．９７万元和－４９，４９４．４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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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９９４．８６万元、－９６，１３６．４０万元和－６８，８０６．３３
万元，截止２０１９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２１６，４４３．７１万元。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公司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５４，３９０．８５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５４，８８８．７０万元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７１，３４７．０８万元，大幅下滑。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
亏损，预计未来仍可能持续亏损。

２、未来一定期间无法盈利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的风险
公司持续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选择了高研发投入且人员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 与同行

业公司有所区别，为建设四大研发平台、布局“新赛道”产品、提升攻防竞争力、建立全国应
急响应中心而进行了大量投入。 首先，公司以“数据驱动安全”为技术理念，重点建设了四
大研发平台，聚焦核心技术能力的平台化输出，为安全产品提供共性核心能力，这些研发
平台的开发具有周期长、投入高的特点；其次，公司核心产品主要为网络安全领域的“新赛
道”产品，开发这些产品要采用大量新技术，对研发人员能力要求高，增加了公司的研发投
入；此外，公司建立了覆盖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应急响应中心，技术支持及安全服务人
员的人数超过２，５００人，向客户（包含已有客户和潜在客户）提供应急响应技术服务，可以
产生良好的品牌效益，为公司带来大量商机，这些投入也导致公司产生了大量销售费用。
为此，公司快速扩张了人员规模，投入了大量资金，产生了大量亏损，目前，由于规模效应
仍未显现，公司存在持续亏损的风险，不能保证收入按计划增长，无法保证未来几年内实
现盈利或进行利润分配。

３、发行人尚未盈利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可能持续亏损，上市后可能面临退市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 公司上市后未盈利状态可能持续存

在或累计未弥补亏损可能继续扩大，从而可能导致触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１２．４．２条的财务状况，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或之后
的净利润（含被追溯重述）为负，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含被追溯重述）
低于１亿元，或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含被追溯重述）为负，则可能导致公司
触发退市条件，而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公司触及终止上市标准
的，股票直接终止上市。

（二）公司系自三六零集团分立出来，报告期内双方存在商标、技术互相无偿授权许可
使用等业务安排，未来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的风险

公司前身奇安信有限成立于２０１４年６月，原系三六零集团所控制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齐
向东与周鸿祎及相关方签订了 《关于３６０企业安全业务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
议”），就企业安全业务从三六零集团中拆分的事宜进行了框架性约定。 根据《框架协议》，
２０１６年９月，齐向东及其控制的安源创志完成对奇安信有限增资，齐向东变更为奇安信有
限的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根据《关于３６０企业安全业务之框架协议的执行协议》约定，双
方存在商标、技术互相无偿授权、许可使用等业务安排。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９日，周鸿祎、三六零科技有限公司、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齐向东
和奇安信有限签署《终止协议》，对包括商标、技术等相关终止许可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
对过渡期安排进行了约定。 《终止协议》生效后，双方存在在政企网络安全领域竞争的风
险。 ２０１９年度，三六零股份“安全及其他”业务收入为４．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７５．１５％，增量主要
来源于政企安全业务。

（三）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 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４３，０９６．７１万元、８０，０１９．８６万元和１１１，８０４．８８万元，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５２．４８％、４４．０５％和３５．４５％，高于同行业水平，销售费用规模
呈现不断扩大但占比减少的趋势。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营销体系人数快速上升，销售人员
的平均人数分别为４４９人、７１６人及９７６人， 技术支持与安全服务人员的平均人数分别为５７５
人、１，１８５人及２，０６５人。

一方面，公司处于快速成长及品牌推广阶段，销售网络覆盖全国、销售区域分布广泛，
产品线种类较多且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品牌切换， 因此公司进行业务拓展及品牌推广需
要大量投入；其次，公司逐步建设了覆盖全国的应急响应服务体系，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
应急响应团队，以形成公司大规模服务能力，为此公司快速扩张了人员规模并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 目前，公司销售体系及应急响应服务体系建设已基本完成，销售费用增速将逐渐
放缓，随着规模效应的显现，销售费用占比预计将进一步降低。

未来，如果公司收入无法按计划增长，或者新产品市场拓展不利，公司较大的销售费
用规模可能对公司的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四）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持续资金需求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 ， 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５４，０８３．４５万元 、８１，８３４．５１万元和

１０４，７１０．４０万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６５．８６％、４５．０４％和３３．２０％，高于同行业
水平，研发费用规模呈现不断扩大但占比减少的趋势。

一方面，公司以“数据驱动安全”为技术理念，重点建设了四大研发平台，聚焦核心技
术能力的平台化输出，为安全产品提供共性核心能力，包括网络操作平台、大数据操作平
台、可视化操作平台以及云控操作平台，将安全产品需要的通用且核心的网络流量智能解
析与调度、安全大数据存储与分析、安全可视化分析与展示及云端安全管控能力平台化、
模块化，避免了新产品研发过程中核心能力的重复研发，将极大降低未来新产品的研发成
本及研发周期。 但是上述四大研发平台的建设具有周期较长、投入较高的特性，需要公司
投入大量的时间及资金进行开发、整合及完善，导致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支出较高；另一方
面，公司核心产品主要为网络安全领域的“新赛道”产品，如泛终端、新边界、大数据和云计
算等安全防护产品，开发这些产品要采用大量新技术，对研发人员能力要求高，增加了公
司的研发投入。

目前，公司正在持续将安全产品围绕四大研发平台进行模块化改造，仍然有一定规模
的研发投入需求；此外，网络安全行业与国际形势、技术发展、威胁变化均有较强的关联
性，当攻防角色、模式或技术出现重大变化时，仍然需要进行较大的研发投入，客观上公司
选择的发展模式仍然存在盈利周期较长的风险。

（五）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及 ２０１９年度 ，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７４．３９％ 、５５．１５％及

５６．６９％，呈下降趋势，主要由于公司毛利率较低的硬件及其他业务收入在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
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导致该期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有所下降。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公司硬件及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２，１４８．３４万元、３８，９８６．０７万
元和６８，７４２．１３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２．６７％、２１．７２％和２１．８３％，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４６５．６７％。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公司硬件及其他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４．９２％、１．３６％和
３．１８％，硬件及其他业务的成本主要来自公司在系统集成性质的网络安全项目中向第三方
采购的硬件，由于该等第三方硬件的市场较为成熟、价格相对透明，因此硬件及其他业务
毛利率相对较低，使得该等业务收入的增长对发行人净利润贡献度较低。

此外，由于集成类项目最终客户多为政企单位，受其预算管理和集中采购制度等因素
影响，付款周期较长，对公司形成营运资金占用，并使得公司应收账款增加。 未来，在政企
单位信息化改造以及新基建建设过程中，公司仍可能承接系统集成性质的网络安全项目，
使得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六）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集中于四季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随着公司营业

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收入季节性特征及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部分付款进度滞后于合同
约定等因素使得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较大，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及
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账面价值合计分别为２５，９９２．３９万元、６１，９４５．８４万元和
１３０，７７６．９６万元，合计占各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４．９３％、９．１３％和１８．２８％。 公司已按照应
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坏账计提政策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未来，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可能会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若主要债务
人的财务状况、合作关系发生恶化，或催收措施不力，则可能导致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无
法收回形成坏账损失；若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规模进一步扩大、账龄进一步上升，坏账准
备金额会相应增加，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规模扩大，

也会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对公司资金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银行贷款和财
务费用的增加而对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七）商誉减值的风险
截止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商誉的账面价值为１２０，９３０．２４万元，主要系非

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网神股份、网康科技等企业所致。
报告期前、报告期内，发行人实施收购形成的商誉及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报告期前
（截至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商誉原值 １３６，１２８．３７ １３６，８４１．５４ １３９，３８５．５３ １５１，９３５．１４

减值准备 ９９９．３４ １９，６８７．７５ ３１，００４．９０ ３１，００４．９０

商誉账面价值 １３５，１２９．０４ １１７，１５３．７９ １０８，３８０．６４ １２０，９３０．２４

由于网络安全向更深层次渗透，更加细分化的技术领域、产品需求使得更多的技术创
新不断地在中小企业中涌现出来，发行人未来将继续对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与公司能够形
成协同效应的企业实施收购，存在形成大额商誉的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需在未来每年
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网神股份、网康科技等企业未来由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等原因导致业务开展未达到预期； 或未来被收购企业由于前沿技术的商业化高度不
确定性导致其业务开展的不确定，均可能导致商誉减值，从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八）收入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季度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３７，４５７．９６ １１．８９％ ２０，２７７．９０ １１．３０％ ８，２１６．９４ １０．２１％

第二季度 ６０，３０２．６７ １９．１５％ ２０，４５３．５１ １１．４０％ ９，９１１．６５ １２．３２％

上半年合计 ９７，７６０．６３ ３１．０４％ ４０，７３１．４１ ２２．６９％ １８，１２８．６０ ２２．５３％

第三季度 ４５，４９９．６０ １４．４５％ ２９，４１５．３９ １６．３９％ ２０，４６４．２７ ２５．４３％

第四季度 １７１，６７３．２５ ５４．５１％ １０９，３４６．３０ ６０．９２％ ４１，８６９．４２ ５２．０４％

下半年合计 ２１７，１７２．８５ ６８．９６％ １３８，７６１．６８ ７７．３１％ ６２，３３３．６９ ７７．４７％

合计 ３１４，９３３．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９，４９３．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４６２．２９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终端客户主要来自于政府、公检法司、能源、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军
队军工、 运营商等领域， 受上述终端客户预算管理和集中采购制度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 公司四季度收入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５２．０４％、６０．９２％和
５４．５１％，收入主要集中于四季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又由于费用在年度内较为
均衡地发生，而收入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因此可能造成公司前三季度亏损较大的情况。
公司收入和盈利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投资者不宜以半年度或者季度报告的数据推测全
年盈利情况。

（九）公司子公司数量较多带来的内部管理和控制风险
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共拥有５６家控股公司、２６家参股公司，主要为

境内子公司，分散于全国各大省市，分布较为广泛。
由于各子公司地理位置、当地监管要求、政治文化上存在一定差异，公司的组织结构

和管理体系较为复杂，对公司内部管理、统筹规划、生产组织、技术保障、项目研发和商务
支持等方面提出较高要求，如果公司管理层不能持续保持满足前述要求的管理水平，保证
公司的运作机制有效运行，将可能因管理和内部控制不到位而产生管理控制风险，可能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十）报告期内，公司人员规模快速扩张，人力成本较高，可能对公司运营效率及管理
效率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员工人数分别为３，２０６人、５，０９３人和６，８９５人，呈快速扩张的趋
势。 报告期各期内，公司人均创收分别为２５．１０万元、３５．２４万元和４５．６８万元，虽然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 但仍远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各类人力成本合计分别为８５，５４１．８８万元、
１４３，４８７．３８万元及１９４，６４４．８６万元， 占发行人营业总成本的比例分别为６０．９７％、５０．８５％及
４８．００％，占比较高。

公司人力成本占比较高且人均创收远低于同行业水平， 主要原因系公司为快速完成
研发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销售及渠道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快速扩张了人员规模。 上
述基础体系在建设期间并不能为公司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造成了人力成本占营业
总成本的比例较高，人员规模与收入规模短期内无法匹配的情况，对公司盈利能力、经营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在人员迅速扩张背景下，报告期内公司人员离职率为１５．３５％、１４．５５％及１３．６３％，
基本保持稳定且略低于高科技、互联网等行业平均水平。 虽然公司并未因为人员迅速扩张
而导致人员流失情况加剧，且人员流失情况符合行业特点，但仍可能造成对外招聘、人员
培训成本的额外增加，业务团队磨合周期的延长，人员变动频繁导致客户流失等对公司的
运营效率及管理效率造成不利影响。

（十一）公司来自政府等特定行业类客户收入占比较高，行业需求变化可能导致业绩
产生波动

报告期内，公司来自政府、公检法司及军队军工部门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平
均超过５０％，为发行人第一大收入来源。 近年来，该等行业客户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需求
主要由信息化投资加大、安全威胁加剧、网络安全监管趋严等因素驱动。

未来，如因信息化投资增速、安全威胁程度、网络安全监管要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
致该等行业客户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需求发生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如与当
前行业发展趋势相反的情形，例如信息化投资放缓、安全威胁程度降低等持续出现，公司
可能面临网络安全市场逐渐饱和、收入增速放缓甚至收入下降的可能性。

（十二）业务整合风险
网络安全行业细分领域多、技术需求变化快，公司在保持持续研发投入基础上，亦通

过收购行业中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与公司能够形成协同效应的公司，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 公司预计未来仍会实施类似收购行为，若不能有效的进行业务整合，将对公司技术提
高和服务客户造成一定影响。

（十三）公司营运资金来源单一，可能造成公司资金状况紧张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且处于扩大趋势，投资活动现金

流量金额亦持续为负，并通过吸收投资的方式取得持续大额筹资活动现金流入，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公司主要的营运资金来源， 来源相对单一， 可能造成公司资金状况紧
张，未来发展不达预期的风险。

（十四）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渠道管理难度加大，可能给公司品牌和产品销售带来不
利影响

由于网络安全行业最终用户相对分散、用户具体需求各有差异，报告期内，公司的产
品销售采用直接销售和渠道销售相结合的方式。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公司渠道销售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７１．６１％、５３．８５％和６８．５４％。公司产品的客户地域及行业分布广，
在渠道销售模式下公司可借助渠道合作伙伴的销售网络， 实现在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客户
覆盖，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渠道管理的难度也相
应加大。 一方面，如果个别经销商在销售公司产品过程中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或在销售
价格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未按公司规定执行，可能会给公司的品牌及声誉带来负面影响；另
一方面，如果经销商综合能力下滑，可能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导致其向公司采购金额下
滑，存在公司渠道销售收入下滑的风险。 因此，若公司不能及时提高渠道管理能力，可能对
公司品牌和产品销售造成一定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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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３５６号”文注册同意，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本次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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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批复自同意注册
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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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科创板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２０］２１２号”批

准。 公司Ａ股股本为６７，９６１．６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其中６，９２３．６９８０万股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
日起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奇安信”，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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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２日
（三）股票简称：奇安信；股票扩位简称：奇安信集团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６１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６７９，６１６，０００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１０１，９４１，５７９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６９，２３６，９８０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６１０，３７９，０２０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２８，７７６，７９７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股东名称 数量（股） 限售期限

齐向东 １４９，５６１，６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１，９６２，２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源创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９，６７９，４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天津奇安壹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０，６５３，９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２２，２４７，４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奇安叁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２４７，４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８５２，１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５８，１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１，４４１，５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湖北）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７，６７１，７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聚信捌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０９６，１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嘉兴沸点安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５２１，０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畅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１３７，１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中关村龙门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５，２２９，９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０２３，２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５，０２３，２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焜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４３４，４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网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９２２，５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奇禾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８３５，６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咸宁市凯旋机会成长基金（有限合伙） ３，８３５，６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磐厚蔚然（上海）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７６７，４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杭州创合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０５，３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璟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２７７，８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赤峰京福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３，１３７，９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腾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９６６，２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招银国际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２，８７７，１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鹰潭汇菁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２，７５４，５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赛领汇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６１５，２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江苏景枫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１１，６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镕然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２，５１１，６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协同创新京福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３０９，５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正坤博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０１，４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福建兴和豪康股权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５５，２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青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２８，３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福州市麦克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１８，０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翊翎企安（青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１８，０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厦门市华天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９１８，０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京福华尚（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８３０，６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３０，６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天津景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３２，５５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北京中安信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４８３，３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新余润信鼎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７７，０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珠海瑗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３７７，０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雨树沸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７７，０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度量聚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７７，０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广州越秀金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０７，３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高利盛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０７，３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苏州市华田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５５，８１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美翊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５５，８１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国和二期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５５，８１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福建平潭兴禾信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１０１，６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佛山红土君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８４，６２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腾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９３，４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嘉兴沸点安企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９３，４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安达新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２９，４５１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深圳市红土长城中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２３，２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上海衡峥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５２３，２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安达广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２６，５１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共青城惠华启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１０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合 计 ５７７，６７４，４２１ －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
承诺事项”之“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就股份的限
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

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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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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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个最终获配账户（对应中签股份数量为３，９２７，８０２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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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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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发行人选择“（二）预计市值

不低于人民币１５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２亿元，且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
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１５％”作为市值及财务指标的上市标准，具体分析
如下：

（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５亿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６．１０元 ／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６７，９６１．６０万股，因此本次发行

后公司市值为３８１．２６亿元，不低于１５亿元。
（二）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２亿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ＢＪＡ１９０００９），发行人２０１９年营业收入为３１５，４１２．９２万元，不低于２亿元。
（三）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１５％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ＸＹＺＨ ／ ２０２０ＢＪＡ１９０００９），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发行人研发费用分别为５４，０８３．４５万元、
８１，８３４．５１万元和１０４，７１０．４０万元，合计为２４０，６２８．３５万元；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８２，１２４．３８
万元、１８１，６７７．２８万元和３１５，４１２．９２万元，合计５７９，２１４．５８万元；发行人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
入及占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为４１．５４％，不低于１５％。

综上，公司满足《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第（二）项“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５
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２亿元，且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三年累计
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１５％”中规定的市值及财务指标。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中文名称：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Ｑｉ Ａｎ Ｘ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中文简称：奇安信
２、法定代表人：齐向东
３、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６日
４、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５７，７６７．４４２１万元
５、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２８号１０２号楼３层３３２号
６、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

让；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出版物零售。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７、主营业务：公司专注于网络空间安全市场，主营业务为向政府、企业客户提供新一
代企业级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

８、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５０９１９９
１０、传真号码：０１０－５６５０９１９９
１１、互联网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ｑｉａｎｘｉｎ．ｃｏｍ ／
１２、电子信箱：ｉｒ＠ｑｉａｎｘｉｎ．ｃｏｍ
１３、董事会秘书：马勒思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后，齐向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２２．０１％的股份，通过其控制的安源创志、奇安

叁号间接控制本公司１０．５８％的股份，合计控制本公司３２．５９％的股份，且在本公司担任董事
长职务。 最近二年，齐向东先生对本公司的控制关系未发生变化，且在未来可预期的期限
内将继续保持稳定，因此认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齐向东先生 ：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出生 ， 中国籍 ， 无境外永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１０１６＊＊＊＊。

齐向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及其通过安源创志、 奇安叁号间接持有本公司的
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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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不低于董

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
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６年。

本公司现任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齐向东 董事长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吴云坤 董事、总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姜军成 董事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杨洪鹏 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孟焰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徐建军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赵炳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二）监事
本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一名，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职工代

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余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
选可以连任。

本公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韩洪伟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王欣 监事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张嘉禾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三）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吴云坤 总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刘红锦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何新飞 副总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徐贵斌 副总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左文建 副总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杨洪鹏 副总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马勒思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５月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数量（万股） 间接持股比例

齐向东 董事长 １４，９５６．１６ ２２．０１％ ２，５５５．２０ ３．７６％

吴云坤 董事、总裁 － － １，６１２．６９ ２．３７％

何新飞 副总裁 － － １５５．７０ ０．２３％

注：本次发行后，齐向东通过安源创志、奇安叁号间接持有公司２，５５５．２０万股股票，间
接持股比例为３．７６％。 同时，齐向东为安源创志、奇安叁号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安源创志、奇
安叁号间接控制公司１０．５８％的股份。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
行人境内外债券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限售安排参见本上市
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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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核心技术人员
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吴云坤 董事、总裁

徐贵斌 副总裁、华南基地负责人

马江波 大数据与安全运营业务线总经理

刘浩 云安全业务线总经理

左文建 副总裁、总工办主任

刘岩 智能安全网络事业部副总经理

吴勇义 大数据与态势感知业务线技术总监

顾永翔 终端安全业务线副总经理

吉艳敏 终端安全业务线技术总监

樊俊诚 智能安全网络事业部副总经理

叶盛 大数据与态势感知业务线架构师

汤迪斌 终端安全业务线产品总监

本次发行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持有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数量（万股） 间接持股比例

吴云坤 董事、总裁 － － １，６１２．６９ ２．３７％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限售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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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安排
（一）股权激励概要
奇安信有限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５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授予计划，同时同意根据股份

授予计划在２０１５年实际授予的股份自授权日起即得权５０％，剩余股份应根据股份授予计划
的规定执行。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奇安信有限与吴云坤、曲晓东、王文萍、林静、王伟、张聪、韩永
刚、何新飞、张翀斌等九名被授予人签署《承诺授权协议》。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０日，奇安信有限召开
董事会，通过被授予员工获授剩余的期权，同时决定授予上述员工的权益无需支付对价。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上述股权激励计划已行权完毕，奇安壹号为本次股权激励
行权后的主体，目前持有发行人４０，６５３，９００股股份。 公司不存在其他未实施完毕的股权激
励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奇安壹号股东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１ 吴云坤 ２４３．６０ ２４．３６％ 有限合伙人

２ 曲晓东 ２３０．３０ ２３．０３％ 有限合伙人

３ 王文萍 １７２．５０ １７．２５％ 有限合伙人

４ 林静 １６８．１０ １６．８１％ 有限合伙人

５ 王伟 ４０．９０ ４．０９％ 有限合伙人

６ 张聪 ４０．４０ ４．０４％ 有限合伙人

７ 韩永刚 ４０．００ 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８ 何新飞 ３８．３０ ３．８３％ 有限合伙人

９ 张翀斌 ２４．９０ ２．４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０ 天津昕泽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０．１０％ 普通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是否遵循“闭环原则”
本激励计划无需遵循“闭环原则”。
（三）是否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本激励计划未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四）股份锁定期
根据奇安壹号出具的承诺函：“１、 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

本合伙企业未在该等股份上设置任何第三人权益，未对该等股份所含的投票权、收益权作
任何限制性安排， 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 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的情
况，也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本合伙企业未对该等股份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
议安排。

２、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
的要求，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所
持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本合伙企业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且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
股票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合伙企业
愿意在较长一定时期、较稳定地持有发行人股票。

４、本合伙企业将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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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
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另有要求或该等规定有所调整的， 则本合伙企业将按届时有效的
相关要求执行。

５、本合伙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发行
人本次发行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
则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发行价），并应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的要求，累积减持数量不超
过本合伙企业所持本次发行前股份的１００％。

６、在本合伙企业作为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前，应
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定
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并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规
定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７、本合伙企业对上述事项承诺相应法律责任。 如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
发行人股份的，则本合伙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

（五）股权激励对本公司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增强了公司凝聚力，维护了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兼顾了员工与公司长远

利益，为公司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未对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影响。 公司已对本次股权激励
进行了股份支付的处理，对公司财务未造成不利影响。

六、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不存在已经制定或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
七、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Ａ股发行前总股本为５７７，６７４，４２１股，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１０１，９４１，５７９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齐向东 １４９，５６１，６４０ ２５．８９％ １４９，５６１，６４０ ２２．０１％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３６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洛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１，９６２，２４０ ２１．１１％ １２１，９６２，２４０ １７．９５％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源创志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９，６７９，４６０ ８．６０％ ４９，６７９，４６０ ７．３１％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３６个月

天津奇安壹号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４０，６５３，９００ ７．０４％ ４０，６５３，９００ ５．９８％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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