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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4 版)
根据百洋医药的承诺、《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并经核查，百洋医药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百洋医药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
百洋医药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

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百洋医药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五)�大参林
1.�基本情况
大参林目前持有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08 月 28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0007265265110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http://www.gsxt.gov.cn/），大参林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410 号、410-1 号

法定代表人 柯云峰

注册资本 65634.0654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02 月 12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批发：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胰岛素），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零售（连锁）：中药饮片，中成
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保健食品连锁经营；食品经营管理；批发
兼零售：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预包
装食品，散装食品；普通货运；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
业务）；销售（含网上销售）：医疗器械，眼镜，福利彩票，充值卡，农副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用
品，个人护理用品，家居护理用品，文具用品，普通机械，五金、交电，计算机，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健身
器材，饰物，食品添加剂，宠物用品，纺织品及针织品，服装，家庭用品，花卉，通信设备，矿产品，建材，
化工产品；票务服务；仓储，冷库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母婴保健；家政、职业中介服务；生物技术开发；眼镜加工。 下列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门诊部（所），验
光配镜服务，零售处方药、非处方药；商贸信息咨询，商品推广宣传，营销策划；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代收水电费；房屋及柜台租赁服务及其相关业务策划；贸易经纪与代
理；项目投资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包装、仓储、装卸搬运，运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
品、日用品维修；技术进出口；中药材种植；养老院、医院、康复中心管理服务；健康管理咨询；以特许经
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品牌策划咨询；冷藏车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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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大参林前
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柯金龙 140, 388, 802 21.39

2 柯云峰 140, 388, 801 21.39

3 柯康保 109, 500, 800 16.68

4 柯舟 28, 080, 000 4.28

5 刘景荣 14, 922, 125 2.27

6 宋茗 13, 871, 981 2.11

7 梁小玲 12, 402, 936 1.89

8 邹朝珠 11, 672, 294 1.78

9 王春婵 11, 232, 000 1.71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 516, 494 1.45

大参林的第一大股东为柯金龙，实际控制人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 大参林的股权结构如
下所示：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大参林出具的承诺函：1）大参林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

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
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2） 大参林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大参林投资范围和投资领
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大参林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大参林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与大参林于于 2020
年 9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在商业化领域进行如下深入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探索在 DTP
药房、互联网医院领域的合作方式，在创新药销售、健康服务领域加深合作，共同提高品牌影响力，
提升盈利能力；大参林目前在广西、广东、河南省完成多家处方共享平台的接入，通过对重点城市
的处方共享平台建设，能为双方后期的战略合作提供丰富的资源。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大参林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
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3.�资金来源
经核查，大参林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大参

林于出具的承诺，大参林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4.�关联关系
根据大参林的承诺、《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并经核查，大参林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大参林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
大参林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

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大参林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六)�汇添富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汇添富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汇添富基金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20]1496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文书号 机构部函【2020】1952 号

备案日期 2020年 7 月 28 日

汇添富基金的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06 月 0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771813093L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
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汇添富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 区（东座）6 楼 H686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文

注册资本 13272.4224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02 月 03 日

营业期限 2005年 02 月 03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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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经金杜
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700 35.4118

2 上海菁聚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272.4224 24.6558

3 上海上报资产管理公司 2, 650 19.9662

4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2, 650 19.9662

合计 13, 272.4224 100

2.�战略配售资格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作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主体，根据基金合同，该基金重点投资于科创板上市的优质公
司，谋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健增值，采用封闭期和开放期相结合的方式运作，以 2 年为一个封
闭期，在封闭期内不接受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每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或每个开放
期结束之日次日起至 2年后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止。每个封闭期结束后，该基金进入开放期。每
个开放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不超过 20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上一个封闭期结束
前公告说明。 在开放期间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
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汇添富基金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
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1）汇添富基金已取得证监会批复及相关
备案证明资料，为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资金， 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
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汇添富基金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已
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2）汇添富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不涉及国资或者行业监管部门的外部审批，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符合汇添富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3）汇添富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
该资金的投资方向；除前述情形外，汇添富基金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
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3.�资金来源
经核查，汇添富基金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为 2,975,148,382.25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

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汇
添富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4.�关联关系

根据汇添富基金的承诺、《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并经核查，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管理的“汇添富科创板 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5.�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汇添富基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汇添富基金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

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汇添富基金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资格。
(七)�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中证投资目前持有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04 月 0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70212591286847J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2001 户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 400,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 4 月 1 日

营业期限 2012年 4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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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战略配售资格
《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机构

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参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具体事宜由本所另行规定。 ”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第十五条规定，“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机构通过依法设
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 保荐机构通过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认可
的其他方式履行前款规定的， 应当遵守本指引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和监管要
求。 ”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年 1月 17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
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根据中证投资的承诺，中证投资“系依法设立的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的战
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综上，中证投资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战略
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及《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十五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资格的规定。

3.�资金来源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中证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4.�关联关系
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中证投资的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前，中证投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
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
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5.�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

月。
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

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中证投资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八)�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证券提供的《中信证券艾力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ZXZQJH【2020】95 号）、成立公告及中信证券
的承诺，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信证券艾力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 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 中信证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成立日期 2020年 9 月 30 日

根据中信证券提供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已于
2020年 10月 9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产品编码：SLZ394）。

2.�人员构成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持有

份额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缴纳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

是否为发行人董监
高

1 杜锦豪 董事长 5, 108.60 20.27% 是
2 牟艳萍 总经理 2, 408.00 9.56% 是
3 李硕 董事会秘书 308.00 1.22% 是
4 徐锋 副总经理 742.00 2.94% 是
5 张晓芳 知识产权总监 322.00 1.28% 是
6 张强 工艺总监 448.00 1.78% 是
7 李庆 药理部经理、监事会主席 420.00 1.67% 是
8 谢景田 制剂部门经理 378.00 1.50% 否
9 梁春卿 分析部经理、职工监事 518.00 2.06% 是
10 单华峰 首席质量官 455.00 1.81% 否
11 胡捷 董事、副总经理 770.00 3.06% 是
12 黄春荣 生产部负责人 280.00 1.11% 否
13 尹雪峰 销售效率总监 218.40 0.87% 否
14 姜勇 注册临床总监 686.00 2.72% 是
15 刘飞 临床医学总监 651.00 2.58% 否
16 罗会兵 副总经理 840.00 3.33% 是
17 周华勇 新药研发副总监 700.00 2.78% 否
18 池漪 首席人才官、监事 868.00 3.44% 是
19 曾桂莲 首席运营官 484.40 1.92% 否
20 甘泉 财务负责人 390.60 1.55% 是
21 张辉 生产总监 504.00 2.00% 是

22 万亚君 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质量总监 602.00 2.39% 否

23 高红星 副总经理 686.00 2.72% 是
24 胡辰 高级销售总监 2, 142.00 8.50% 否
25 李干平 销售大区总监 1, 400.00 5.56% 否
26 高灵芝 销售总监 686.00 2.72% 否
27 焦成钢 销售总监 574.00 2.28% 否
28 焦利华 高级市场总监 420.00 1.67% 否
29 陈石敏 市场总监 434.00 1.72% 否
30 郑颖 市场准入总监 756.00 3.00% 否

根据发行人说明，上述参与对象中，牟艳萍、徐锋、胡捷、罗会兵、高红星、李硕、张辉、姜勇、
张强、张晓芳、甘泉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其余对象为发行人的核心员工；发行人根据员工在
日常经营过程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等来认定核心员工；董事长杜锦豪负责发行人发展战略的研
究和筹划、主持股东大会、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督促和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等工作，在发
行人日常经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被认定为发行人的核心员工。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发行人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券商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同意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版上市战略配售， 拟认购数量为 900
万股。

4.�资金来源
根据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出具的承诺，各参与人认购本次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

法自有资金。
5.�限售安排
根据中信证券的承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通过本次战略配售取得的股票的限售期为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6.�战略配售资格
《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10%，且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个月。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按照前款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应当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参与的人员姓名、担任职务、参与比例等事宜。 ”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人员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管理人中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的投资人均
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该等人员均与公司或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综上，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人员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完成基金业协会的备案手续，作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
法》第十九条及《业务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的规定。

二、 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根据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及《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战略投资者不存在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

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

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

情形。
三、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的规定。 根据

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前述战略投资者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
资者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上接 C4 版)
上海医药的第一大股东为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上海医药

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战略配售资格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沪港两地上市的大型医药产业集团（上交所股票代号：

601607，港交所股票代号：02607）。 公司主营业务覆盖医药工业、分销与零售，截至 2019年末总资
产达到 1,370.26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865.66 亿元， 位列全球制药企业 50 强， 入选上证
180指数、沪深 300指数样本股、摩根斯坦利中国指数（MSCI），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上药控股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根据上海医药出具的承诺函：1） 上海医药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
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
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2）上海医药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上海医药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上
海医药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上海医药为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战略合作主要内容
发行人已与上海医药于 2020 年 9 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在药品分销、高值药品服

务、零售渠道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①上海医药拥有覆盖全国 24个省市、集约化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现代药品销售体系及高值

药品的合作网络。 上海医药的全国分销、配送、服务网络由母公司及下属各级子公司共同组成，
上海医药将从集团层面出发和统一协调，为发行人的甲磺酸伏美替尼提供完备的全国分销和高
值药品服务。

②上海医药拥有国内领先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药品零售业务，通过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追
溯云”服务平台以及线下覆盖全国 16 个省区市的 2,000 多家品牌零售连锁药房，将为发行人提
供高效、专业、安全的高值药品服务。

③上海医药下属的专业药房已覆盖全国 22个省、直辖市，直营门店总数超 70 家。 专业药房
以患者为中心，以药品为载体，打通患者用药服务、药品配送、客户档案管理、患者教育、患者随访
等专业化服务，通过线上线下配合为患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上海医药的专业药房平
台将为发行人伏美替尼等产品的客户建立患者档案，详细记录患者基本信息、疾病史、用药史、
购药记录等信息，为后续患者管理和产品销售提供依据。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上海医药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主承销商核查了上海医药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上海医药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上海医药出具的承诺，上
海医药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2、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书面核查上药控股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上药控股目

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

号 91310115554280905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左敏

注册资本 500, 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年 4 月 26 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盛路 56 号 406 室

营业期限 2010-04-26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与经营范围相适应）、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凭许可证）、各类医疗器械、化工原料及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制药设备、化妆品、日用百货、食品
的销售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维修，食品添加剂、消毒用品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
成，商务咨询（除经纪），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制药设备、医疗器械及设备、仪器的租赁，仓储（除
危险品），海上、陆路、航空货运代理业务，自有房屋租赁，广告的设计制作，会务服务，机动车维修（限分支机构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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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左敏；

董事：柳亚玲；
董事：李永忠；
监事：环建春

（2）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药控股 100%股权，上海

市国资委系上药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上药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战略配售资格
上药控股直属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现代医药供应链服务企业，经营

中心网络遍布全国 17个省市。上药控股以全国性的终端网络为基础，着力推进医院供应链服务，
发展“新分销新零售”，构建新的产业优势。 公司以品类管理为导向，拓展产品集合，经营药品近
两万种，与世界前 20 位制药跨国公司建立了重要合作伙伴关系，基本已实现工信部前 100 强制
药企业品种全覆盖。 截至 2019 年底，上药控股总资产规模达到 531.85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
入 946.41亿元，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上药控股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根据上药控股出具的承诺函：1） 上药控股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
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
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2）上药控股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上药控股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上
药控股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上药控股为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战略合作主要内容
发行人已与上药控股于 2020年 9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上药控股作为现代医药供应链

服务企业，将与发行人直接对接，在现代化物流解决方案、“互联网 +”新零售模式、创新药全生命
周期服务平台等方面与发行人展开深入合作：

i.现代化物流解决方案：上药控股将会向发行人提供第三方物流和仓储服务，提供现代化物
流解决方案，提高产品的可及性。

ii.“互联网”+新零售模式的探索：上药控股将以数字化转型助力发行人的发展，推动相关产
品的市场覆盖，切实惠及广大患者。

iii.创新药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上药控股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内的创新药全生命周期
服务平台将从上市前服务、渠道分销、市场准入、创新金融等角度为发行人的创新药物提供全面
服务。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上药控股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主承销商核查了上药控股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上药控股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上药控股出具的承诺，上

药控股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3、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书面核查百洋医药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百洋医药目

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

号 91370200770281005N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付钢

注册资本 47, 2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 3 月 8 日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开封路 88 号

营业期限 2005-03-08�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销售：药品、预包装食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健
身器械、化妆品、日用百货、洗涤用品、消毒剂、家用电器（依据食品经营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医疗设备维修；医疗器械租赁和技术服务；药品的仓储、配送；仓储服
务（不含化学危险品及违禁品）；医疗信息咨询服务；营销策划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运；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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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西藏群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百洋诚创
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清正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晖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皓信
桐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皓晖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晖众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慧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乾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新生代数字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付钢
董事兼副总经理：陈海深
董事兼副总经理：朱晓卫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王国强
董事：宋青、陆潇波、王旸
独立董事：孙东东、王荭、王亚平、田文智
监事：李丽华（监事会主席）、肖立、戚飞、李雪彪、黄志勇
副总经理：张圆

（2）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百洋医药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36, 907.74 78.12

2 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 362.50 5.00

3 西藏群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 250.00 4.76

4 北京百洋诚创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2, 000.00 4.23

5 天津清正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0.00 1.78

6 天津晖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3.08 1.21

7 上海皓信桐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562.50 1.19

8 天津皓晖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4.25 0.92

9 天津晖众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0.43 0.91

10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7.50 0.71

11 天津慧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7.01 0.69

12 珠海乾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2.50 0.24

13 北京新生代数字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112.50 0.24

合计 47, 250.00 100.00

百洋医药的控股股东为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付钢。 百洋医药的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3）战略配售资格
百洋医药是专业的医药产品商业化平台，主营业务是为医药产品生产企业提供营销综合服

务，包括提供医药产品的品牌运营、批发配送及零售。 经过十余年的投入与积累，公司已经形成
一张具有 300余家经销商的全国性医药商业网络，直接及间接覆盖了超过 12,000家医院及 30 余
万家零售药店，覆盖范围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截至 2019 年末，百洋医药总资产规模达到 34.30 亿元，员工人数达到 2,259 人，2019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48.49亿元。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百洋医药在全国医药商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前 100位中排名第 46位，在山东省内名列第 4位；2018年，百洋医药在全国医药批发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前 100位中排名第 39位，在山东省内名列第 2位。同时，百洋医药被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评
定为“企业信用评价 AAA级信用企业”、“信用品牌创建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在 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中，百洋医药被列入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并受青岛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委托，进行市场化集中采购和储备全市急需的防控应急物资，积极参与抗
疫行动。 综上，百洋医药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百洋医药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根据百洋医药出具的承诺函：1） 百洋医药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
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
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2）百洋医药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百洋医药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百
洋医药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百洋医药为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战略合作主要内容
发行人和百洋医药于 2020年 9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在商业化领域进行如下深入

合作：
①专利药上市解决方案：临床方案设计、注册、上市策略、销售绩效管理等。
②全国 DTP药店渠道服务：百洋医药拥有成熟的全国零售及 DTP的合作网络，可为发行人

的甲磺酸伏美替尼及其他研发中的肿瘤相关产品提供全面的供应链服务。
③医院准入与供应服务：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医疗机构的准入与商业供应。
（5）关联关系
经核查，百洋医药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主承销商核查了百洋医药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百洋医药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百洋医药出具的承诺，百
洋医药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233）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书面核查大参林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大参林目前的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

号 914400007265265110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柯云峰

注册资本 656, 340, 654 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0年 2 月 12 日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410 号、410-1 号

营业期限 1992-02-12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批发：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
苗）；零售（连锁）：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保健食品连锁
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普通货运；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
网信息服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销售：医疗器械，眼镜，农副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用品，个人护理
用品，家居护理用品，文具用品，普通机械，五金、交电，计算机，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健身器材，饰物；下列项目由
分支机构经营：门诊部（所），验光配镜服务，零售处方药、非处方药；商贸信息咨询，商品推广宣传，营销策划；项
目投资；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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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 柯金龙、柯云峰、柯康保、柯舟、刘景荣、宋茗、梁小玲、邹朝珠、王春婵、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柯云峰
总经理：柯国强
副总经理、董事：柯金龙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景荣
财务总监：彭广智

（2）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大参林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柯金龙 140, 388, 802 21.39

2 柯云峰 140, 388, 801 21.39

3 柯康保 109, 500, 800 16.68

4 柯舟 28, 080, 000 4.28

5 刘景荣 14, 922, 125 2.27

6 宋茗 13, 871, 981 2.11

7 梁小玲 12, 402, 936 1.89

8 邹朝珠 11, 672, 294 1.78

9 王春婵 11, 232, 000 1.71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 516, 494 1.45

合计 491, 976, 233 74.95

大参林第一大股东为柯金龙，实际控制人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 大参林的股权结构如

下所示：

（3）战略配售资格
大参林是一家面向全国、 国内领先药品零售连锁企业，2017年 7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主要从事药品、中药饮片、参茸滋补品、保健品、医疗器械、个人护理、家居用品等的连
锁零售业务，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14,116.5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0,266.20 万元。 截
至 2020年 6月末，大参林员工数量超过 30,000 人，门店 5,212 家，遍布广东、广西、河南等国内十
个省份，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大参林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根据大参林出具的承诺函：1） 大参林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
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2） 大参林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
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大参林投资范围和
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大参林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大参林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
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战略合作主要内容
发行人与大参林于 2020年 9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在商业化领域进行如下深入合

作：
①大参林具有优秀的医药零售渠道资源和供应链资源， 双方将进一步探索在 DTP药房、互

联网医院领域的合作方式，在创新药销售、健康服务领域加深合作，共同提高品牌影响力，提升盈
利能力。

②大参林目前在广西、广东、河南省完成多家处方共享平台的接入，通过对重点城市的处方
共享平台建设，能为双方后期的战略合作提供丰富的资源。

（5）关联关系
经核查，大参林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主承销商核查了大参林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大参林的流动资金足以覆

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大参林出具的承诺，大参林用于缴纳本次
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5、汇添富科创板 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书面核查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等文件，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

号 91310000771813093L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李文

注册资本 13, 272.422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 2 月 3 日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 区(东座)6 楼 H686 室

营业期限自 2005年 2 月 3 日 营业期限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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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菁聚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主要人员

董事长：李文
董事、总经理：张晖
董事：林福杰、程峰、林志军（独立董事）、杨燕青（独立董事）、魏尚进（独立董事）
监事：任瑞良、林旋、陈杰、毛海东、王静、王如富
副总经理：雷继明、娄焱、袁建军、李骁
督察长：李鹏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添富基金”）发布的公告信息，汇添富科创
板 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2020]1496 号

基金类型 混合型

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0年 7 月 28 日

（2）股权结构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汇添富基金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700.00 35.41

2 上海菁聚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272.42 24.66

3 上海上报资产管理公司 2, 650.00 19.97

4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2, 650.00 19.97

合计 13, 272.42 100.00

（3）战略配售资格
汇添富基金将以其管理的“汇添富科创板 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本次战略

配售的投资主体，根据基金合同，该基金重点投资于科创板上市的优质公司，谋求基金资产的中
长期稳健增值，采用封闭期和开放期相结合的方式运作，以 2 年为一个封闭期，在封闭期内不接
受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每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或每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至 2
年后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止。 每个封闭期结束后，该基金进入开放期。 每个开放期不少于 5个工
作日、不超过 20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上一个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在开放期间
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
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其符合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
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汇添富基金出具的承诺函，1） 汇添富科创板投资基金已取得证监会批复及相关备案证
明资料，为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
券投资资金，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良好
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2）汇添富科创板投资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汇添富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领
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
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汇添富科创板投资基
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除前述情
形外，汇添富科创板投资基金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
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汇添富基金确认，汇添富基金及其管理的“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汇添富基金将以其管理的“汇添富科创板 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 经核查，该基金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为 2,975,148,382.25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
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根据汇添富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汇添富科创板投资基金认购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书面核查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中证投资目

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

号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 400, 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 4 月 1 日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营业期限自 2012年 4 月 1 日 营业期限至 不限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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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张佑君（董事长）、张东骏、方浩

监事：牛学坤
总经理：方浩

（2）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 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中信证券持有其

100%的股权，中信证券系中证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中证投资作

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自 2017 年起将其自营投资
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由中证投资全面承担，中证投资的合规与风险管理纳入了母公司
中信证券统一体系。 另经核查，2018年 1月 17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
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已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会员，接受
协会自律管理。

（4）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前，中证投资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除此之外，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且符

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具体名称：中信证券艾力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0年 9月 30日
募集资金规模：25,200.00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

序号 姓名 主要任职的公司名称以及主要
职务

是否为上市公司董
监高

实际缴款金额（万
元）

资管计划份额的持有比
例

1 杜锦豪 董事长 是 5, 108.60 20.27%

2 牟艳萍 总经理 是 2, 408.00 9.56%

3 徐锋 副总经理 是 742.00 2.94%

4 胡捷 董事、副总经理 是 770.00 3.06%

5 罗会兵 副总经理 是 840.00 3.33%

6 高红星 副总经理 是 686.00 2.72%

7 李硕 董事会秘书 是 308.00 1.22%

8 张辉 生产总监 是 504.00 2.00%

9 姜勇 注册临床总监 是 686.00 2.72%

10 张强 工艺总监 是 448.00 1.78%

11 张晓芳 知识产权总监 是 322.00 1.28%

12 甘泉 财务负责人 是 390.60 1.55%

13 李庆 药理部经理、监事会主席 是 420.00 1.67%

14 池漪 首席人才官、监事 是 868.00 3.44%

15 梁春卿 分析部经理、职工监事 是 518.00 2.06%

16 周华勇 新药研发副总监 否 700.00 2.78%

17 谢景田 制剂部门经理 否 378.00 1.50%

18 曾桂莲 首席运营官 否 484.40 1.92%

19 单华峰 首席质量官 否 455.00 1.81%

20 黄春荣 生产部负责人 否 280.00 1.11%

21 尹雪峰 销售效率总监 否 218.40 0.87%

22 刘飞 临床医学总监 否 651.00 2.58%

23 万亚君 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质量总监 否 602.00 2.39%

24 胡辰 高级销售总监 否 2, 142.00 8.50%

25 李干平 销售大区总监 否 1, 400.00 5.56%

26 高灵芝 销售总监 否 686.00 2.72%

27 焦成钢 销售总监 否 574.00 2.28%

28 焦利华 高级市场总监 否 420.00 1.67%

29 陈石敏 市场总监 否 434.00 1.72%

30 郑颖 市场准入总监 否 756.00 3.00%

合计 25, 200.00 100.00%

上述参与对象中，牟艳萍、徐锋、胡捷、罗会兵、高红星、李硕、张辉、姜勇、张强、张晓芳、甘泉
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其余对象均为发行人的核心员工。 发行人根据员工所任职务，在日常经
营过程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等因素来认定核心员工。 董事长杜锦豪负责发行人发展战略的研究
和筹划、主持股东大会、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督促和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等工作，在发行人
日常经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被认定为发行人的核心员工。

（2）设立情况
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由中信证券担任管理人，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托管人。

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并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获得了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SLZ394。

（3）实际支配主体
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信证券，并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4）战略配售资格
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该资管计划的每个对象均已和发行人或其全资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劳
务合同。 该资管计划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
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三）认购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协议约定了认购数

量、认购价格及认购款项支付；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保密条款；违约责任；转让
与放弃；通知与送达等内容。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1、上海医药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2、上药控股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3、百洋医药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大参林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5、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以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
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三）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
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6、中证投资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符合发行人
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7、艾力斯员工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
标准，同时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主承销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作为主承销商律师对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的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的规定。 根据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

诺函、《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前述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资格。

五、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主承销商认为：
（一） 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且实施本次战略配售已完成了发行人的内部审批

程序，并获得批准。
（二）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

《科创板首发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确定的战略配售对象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

标准，且符合《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参与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
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