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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众数字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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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众医疗”、“本公司”、“发
行人”或“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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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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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府机关对发行人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发行人的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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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特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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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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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就相关风险特别提示如下：

（一）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

制，前５个交易日后，交易所对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实行的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
为２０％。 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中小板新股上市首日涨幅限制４４％，跌幅限制
比例为３６％，次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１０％，科创板进一步放宽了对股票上市
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公司发行市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２３．２１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１９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发行摊薄后市盈率为５８．２４倍。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５０．８２倍。 本次发行的市盈率高于同行
业平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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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８８，１２９，０２７股，其中上市初期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数量为１，８３７．８０７４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０．８５％。 公司上市初期流
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股票异常波动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因而增加了上市初期被加大

杠杆融券卖出导致股价暴跌的风险，而上交所主板市场则要求上市交易超过３个
月后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此外，科创板股票交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严重异常
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所主板市场规定不同。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的股票价格还将
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状况、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
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
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三、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时， 应特别认真地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的各项风险因素，并对下列重大风险因素予以特别关
注，排序并不表示风险因素依次发生。

（一）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境外销

售金额分别为９，１９９．３６万元、９，６５０．６３万元、１１，２８８．８５万元、４，０８４．７５万元， 占各期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４８．９３％、４６．８０％、５０．００％、３４．８６％。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减缓，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司境外销售业务可能面临国际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
贸易摩擦风险。

２０１８年８月以来， 美国对包括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在内的价值约３４０亿美
元的中国产品加征２５％关税。 公司境外销售以美国市场为主，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产品向美国出口金额分别为６，８２４．９６万元、７，０３９．８１
万元、７，３０４．２９万元、１，２４０．９６万元， 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３６．３０％、
３４．１４％、３２．３５％、１０．５９％。尽管目前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数字化Ｘ射线
平板探测器所加征的关税暂未免除，且不排除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或其他国
家也采用加征关税等方式进行贸易保护的风险。 若上述情况发生，将会对公司产
品出口，特别是在美国市场销售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

（二）ＴＦＴ ／ ＰＤ供应商依赖风险
ＴＦＴ ／ ＰＤ作为生产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的关键部件，其工艺水平和性能

高低与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的成像质量密切相关。 由于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
测器产品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ＴＦＴ ／ ＰＤ供应商的制造能力和生产工艺，故数字
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生产商通常会与ＴＦＴ ／ ＰＤ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以避免
更换供应商带来的原材料性能降低风险或无法量产风险。

目前 ， 宁波群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公司主要ＴＦＴ ／ ＰＤ供应
商，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公司ＴＦＴ ／ ＰＤ采购总额分别
为４，０４２．２１万元、３，３９４．５３万元、３，６０２．０２万元、２，０４３．６２万元，其中，对宁波群安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采购额分别为４，０３２．９３万元、３，３７６．１２万元、３，３２７．１０
万元、１，７３８．７３万元， 占ＴＦＴ ／ ＰＤ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９９．７７％、９９．４６％、９２．３７％、
８５．０８％。 若未来双方合作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且公司不能及时寻找可替代的供应
商，则会面临部件短缺而无法正常生产的风险。

（三）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和盈利水平下降风险
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市场竞争格局基本由国际主要厂商主导， 近年来

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并涌现出少数代表性企业。 但整体而言，公司在
全球平板探测器市场中的市场份额较低，公司面临美国Ｖａｒｅｘ、法国Ｔｒｉｘｅｌｌ、上海
奕瑞、Ｖｉｅｗｏｒｋｓ、Ｆｕｊｉｆｉｌｍ等国内外厂商的强力竞争； 且受到业务起步较晚等因素
的影响， 公司尚未与飞利浦、ＧＥ等国际知名数字化Ｘ射线影像系统企业开展业
务合作。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价格水平和行业盈利水平会面临下降风险。 ２０１７
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公司主营产品的单位售价分别为６．７８
万元、６．５４万元、６．１１万元、５．０１万元，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分别较上期下
降３．６４％、６．５９％、１７．９３％。

如果未来发生市场竞争加剧、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国家产业政策变化、产
品价格进一步下降、公司又未能采取有效的市场策略及实现新产品规模化销售、
或生产成本无法实现同步下降等情形，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存在业绩下
滑的风险。

（四）技术与产品研发风险
新产品的开发和现有产品的升级是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由于数字化Ｘ

射线平板探测器综合了物理学、材料学、软件学、自动化、临床医学等多学科，具
有较多的技术路径和设计方案，且用户对相关产品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公
司需要不断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升级。 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创新是一个持
续、繁杂的系统性工程，如果公司不能准确把握技术、产品及市场的发展趋势，研
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升级产品或新产品； 或公司对产品和市场需求的把握出现
偏差、不能及时调整技术和产品方向；或因各种原因造成研发进度的拖延，都会
使公司面临丧失技术和市场优势以及业务发展速度减缓的风险， 同时也会造成
公司研发资源的浪费。

（五）技术泄密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是典型的高科技产品，公司的产品创新和技术优势

主要体现在公司自主研发形成的核心技术。 这些核心技术的安全直接决定了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未来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公司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
保护核心技术，包括申请专利和著作权保护，与相关人员签署《保密协议》《竞业
限制协议》。 另外，公司在《员工手册》中规定了员工保守公司技术、经营秘密的义
务。但以上措施无法完全保证公司核心技术不会泄密。如果公司核心技术遭到泄
密，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稳定、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对公司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 随着行业竞争格局的
不断演化，对人才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 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在发展前景、薪酬、福
利、工作环境等方面持续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待遇和激励机制，可能会造成核心技
术人才的流失，从而对公司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应收账款增长及坏账风险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６月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

为３，８２１．８６万元、４，７１１．２６万元、７，２３７．５３万元、６，２００．０６万元， 占同期流动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１５．８２％、１７．７９％、２０．７０％和１７．８７％。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应收账款的管
理和回收，但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与客户合作关系的深入和信任度的增加
以及新产品投入市场，公司对客户的应收账款很可能继续增加。 应收账款金额较
大会影响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若出现回款不顺利或欠款方财
务状况恶化的情况，则会使公司面临一定的坏账风险，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七）存货增长风险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６月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３，３１３．３６万元、３，８４４．８６万元、４，４５９．８７万元 、５，８５１．８９万元 ，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１３．７１％、１４．５２％、１２．７５％和１６．８７％。 报告期内，为保证生产和供货的及时
性与稳定性 ，公司主要采取备货式生产模式 ，结合销售预测 、产品及原材料的
历史良率、交期等因素备置一定的安全库存。 报告期内，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
公司存货期末余额增加。 虽然公司期末存货金额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经
营策略相吻合， 存货金额增长可能会对公司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已依据审慎原则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未来，随着公
司业务规模的增长，存货规模可能进一步增加。 若公司不能加强生产计划管理
和库存管理，及时消化存货 ，可能出现存货积压、跌价等情况 ，从而给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负面影响。

（八）无形资产减值风险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６月末， 公司无形资产金额分别为

２８．６３万元、１，６５６．１８万元、１，３４８．７１万元、１，５４６．８４万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
为２．０６％、５３．５８％、４０．３８％和４３．６７％。

公司２０１８年通过收购ＣＩ １００％股权取得了 “基于非晶硅技术的ＴＦＴ ／ ＰＤ平板
制造、测试和分析技术”，并将该非专利技术识别为无形资产。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末，
公司该非专利技术的账面价值为１，１１４．３４万元。

公司每年均对该非专利技术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报告期内未出现减值情形，
但如果未来出现市场环境变化、产业变革、技术更新迭代等导致基于该非专利技
术的产品市场需求下降，则可能产生无形资产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
造成不利影响。

（九）毛利率水平波动风险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４２．０６％、４６．２２％、４４．０９％、４１．６１％，受到原材料采购成本变化、中美贸易摩擦 、产品
结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 如果未来中
美贸易摩擦加剧、下游客户需求下降、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导致产品价格下降，
或者公司未能有效控制产品成本，则可能导致公司毛利率水平波动甚至下降，对
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十）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的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实际控制人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和高鹏合计控制公司

３２．７０９７％的股份。本次发行新股２２，０３２，２５７股，本次发行后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和高
鹏控制公司的股份占比为２４．５３２２％，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由于公司股权相对分
散， 若在上市后潜在投资者通过收购控制公司股权或其他原因导致实际控制人
控制地位不稳定，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带来风险。

（十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经营风险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企业的生产经营

和商贸往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及
下游产品数字化Ｘ射线影像系统均属于抗击本次疫情的急需医学装备，受市场需
求大幅增加等因素的影响，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２，２８０．９４万元、净利
润１，９７７．７９万元， 同比增幅分别为２２．３９％和４８．４２％。 但是疫情可能会对公司境外
业务增长预期和销售回款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具体如下：

自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起，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疫情重灾区的部分境外
客户受停工停产等防疫措施的影响，需求放缓，对公司的境外业务增长预期产生
一定的影响；销售回款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末，公司应收账款为６，２００．０６万元，占
流动资产的比例为１７．８７％。 若下游客户受新冠疫情影响， 经营情况发生不利变

化，将对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产生不利影响。 若全球疫情蔓延未能在较短时间内
得到有效控制，各项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则会使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更大
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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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９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江苏康众数字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３６６２号），
同意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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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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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上市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１］３９号）

批准。 根据康众医疗的申请，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康众医疗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康众医疗Ａ股总股
本为８，８１２．９０２７万股，其中１，８３７．８０７４万股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起上市交易，证券简称
为“康众医疗”，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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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
（三）股票简称：康众医疗
（四）股票扩位简称：康众数字医疗科技
（五）股票代码：６８８６０７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８８，１２９，０２７股
（七）本次Ａ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２２，０３２，２５７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１，８３７．８０７４万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６，９７５．０９５３万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２８３．６９５９万股
（十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比（％） 限售期

ＭＦ １，３０８．９３８０ １９．８０３４ １２个月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１，２８１．００００ １９．３８０７ ３６个月

中新创投 ８９６．５２０３ １３．５６３８ １２个月

君联承宇 ５０５．５４９０ ７．６４８６ １２个月

高鹏 ４１１．００００ ６．２１８２ ３６个月

康诚企管 ３５３．５０００ ５．３４８２ ３６个月

沈文华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４４０ １２个月

创吉实业 ３２８．６０６９ ４．９７１６ １２个月

乾融新声 １６８．５１６３ ２．５４９５ １２个月

胡杨林智源 １５９．１８５８ ２．４０８４ １２个月

ＨＧ １５１．６６４７ ２．２９４６ １２个月

乾融赢润 １３２．２２０４ ２．０００４ １２个月

同驰投资 １１６．５０００ １．７６２６ ３６个月

胡杨林丰益 ９６．９８４５ １．４６７３ １２个月

叶玄羲 ８８．９８０７ １．３４６２ １２个月

中鑫恒祥 ８８．１４６９ １．３３３６ １２个月

中鑫恒祺 ８８．１３３４ １．３３３４ １２个月

ＶＬＩ ５８．９８０７ ０．８９２３ １２个月

康力君卓 ３５．２４９４ ０．５３３３ １２个月

合计 ６，６０９．６７７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十二）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部
分。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如下：
１、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股份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
月。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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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摇号结果，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
账户共计４３５个，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８１．７２２４万股，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６个月，锁
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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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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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规定，选取上

市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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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本公司本次发行定价为每股２３．２１元，发行后股本总额为８８，１２９，０２７股，由此

计算发行市值为２０．４５亿元。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０］第ＺＡ１５４２５号《审
计报告》，公司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的孰低者计算）分别为４，６６９．２０万元、３，５１１．９３万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
正且累计不低于５，０００万元。 公司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第（一）项规定的上市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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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达到了相应的上市标准 ，符合《公司法 》
《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ａｒｅＲａ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６，６０９．６７７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刘建强）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２１８号生物纳米园Ａ２楼、Ｂ３楼５０１室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租赁：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及其零部件、检测探测类设备
及其零部件、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软件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光机电一体化设
备，并提供售后服务；医疗科技及影像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并从事上述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
配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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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数字化Ｘ射线平板探测器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所属行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８６８６０２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８６８６０３８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ｅｒａｙ．ｃｎ
电子信箱 ｉｒ．ｃａｒｅｒａｙ＠ｃａｒｅｒａｙ．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张萍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和高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 ，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直接持有公司１４．５３５５％的股份 ， 并通过康诚企管控制公司
４．０１１２％的股份； 高鹏直接持有公司４．６６３６％的股份， 并通过同驰投资控制公司
１．３２１９％的股份；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和高鹏合计控制公司２４．５３２２％的股份。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男，１９６２年出生 ，美国国籍 ，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 ，博士
学历；１９８６年８月至１９８９年７月， 任中国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部助理研究员；１９８９
年９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攻读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博士学位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至
２０００年７月，任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纽约）高级工程师；２０００年８月至
２００３年７月，任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ｃ．工程部经理；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５年３
月 ，任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ＣＴＯ；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４月 ，任Ｓｕｐ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ｃ．
总经理；２００６年４月至今，任ＣＩ董事和ＣＥＯ；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任ＯｍｎｉＸｒａｙ
总裁；２０２０年３月至今，任ＯｍｎｉＸｒａｙ总裁和ＣＥＯ；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任北京
今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２００７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任康众有限董事长
和技术总监；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任康众有限董事长 、总经理和技术总监；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任康众医疗董事长、总经理、技术总监；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 ，任康诚
企管董事长；２０１８年９月至今，任苏州康捷执行董事；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至今，任康众印
度董事。

高鹏，男，１９６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硕士学历；１９８５年９月至１９８８年７月，任大连海事大学教师；１９８８年９
月至１９９１年７月，就读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３年５月，任北京联想
集团工程师；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５月，任北京卓鹏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理；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 任北京首钢环星触摸电脑有限公司部门经理；２００６年８月至
２００７年３月，任北京今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２００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任康众
有限副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任康诚企管董事；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任同驰投资执
行事务合伙人；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任康众医疗副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９月至今，任苏州康
捷总经理；２０１９年２月至今，任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董事；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至今，任康众
印度董事。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 公司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 其中３名为独立董

事，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本届任职期间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高鹏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张萍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刘文浩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汪剑飞 董事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刘建国 董事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王强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王美琪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宓现强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二）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本届任职期间

叶晓明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郭涛 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郁赛楠 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的高管为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高鹏、张萍和杨

儒平，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本届任职期间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高鹏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张萍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杨儒平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共有３名核心技术人员，分别为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鹏（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和郭涛（公司监事）。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１、直接持股情况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直接持有公司１２，８１０，０００股 ， 占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９．３８０７％。 高鹏直接持有公司４，１１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的６．２１８２％。 除
此以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２、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持股平台 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前持股比
例（％）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康诚企管 １６２．９６９０ ２．４７

高鹏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康诚企管 １４７．１９７８ ２．２３
同驰投资 ２０．５０００ ０．３１

张萍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康诚企管 ６．５０００ ０．１０
同驰投资 １８．５０００ ０．２８

刘建国 董事
康诚企管 １７．２５００ ０．２６
同驰投资 １．５０００ ０．０２

郭涛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康诚企管 ６．７４９９ ０．１０
同驰投资 ８．００００ ０．１２

叶晓明 监事 同驰投资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
郁赛楠 监事 同驰投资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
杨儒平 副总经理 同驰投资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

本次发行前，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近亲属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所持股份质押、冻结或发生诉讼纠纷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上述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也不存在任何

诉讼纠纷。
４、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相关限售安排
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

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部分。
四、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不存在尚未实施完毕的股权激励，亦不存在

上市后的行权安排。
五、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员工持股计划
（一）员工持股平台基本情况
康诚企管和同驰投资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具体情况如下：
１、康诚企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康诚企管持有公司股份３，５３５，０００股，占公司发行

前股本总额的５．３４８２％，实际控制人为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苏州康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５９４５５３７６４１５８Ｍ
法定代表人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刘建强）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２１８号生物纳米园Ａ１楼
北座Ｅ３６９单元

主要生产经营地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２１８号生物纳米园Ａ１楼
北座Ｅ３６９单元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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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康诚企管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在公司任职情况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１．３８３０ ４６．１０
高鹏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１．２４９２ ４１．６４

刘建国 董事、行政人员 ０．１４６４ ４．８８
郭涛 监事、生产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０．０５７３ １．９１
张萍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０．０５５２ １．８４

黄显国 产品经理、系统设计工程师 ０．０５０９ １．７０
刘洁清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已离职） ０．０２６９ ０．９０
程佳 ＦＰＧＡ工程师 ０．０２２６ ０．７５
余海 设备工程师（已离职） ０．００８５ ０．２８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同驰投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同驰投资持有公司股份１，１６５，０００股，占公司发行

前股本总额的１．７６２６％，实际控制人为高鹏，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同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９３Ｘ６Ｅ８Ｘ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鹏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
认缴出资 ８９６．７６７０万元

实缴出资 ８９６．７６７０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８８号１幢４０１室Ｂ区Ｊ００２９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８８号１幢４０１室Ｂ区Ｊ００２９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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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同驰投资的出资人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在公司任职情况 权益比例（％）

高鹏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１７．６０
程佳 ＦＰＧＡ工程师 ５．１５

符夏颖 机械设计工程师 ２．５８
付雷 产品验证部经理 １．２９
郭涛 监事、生产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６．８７

黄显国 产品经理、系统设计工程师 ８．５８
李帅 软件开发工程师 ０．８６

刘建国 董事、行政人员 １．２９
潘冬华 机械设计工程师 ２．５８
魏文光 技术支持经理 １．２９
邬小鹏 工艺部经理 １．２９
徐威 注册经理 ０．８６
徐永 电子控制系统部经理 ４．７２

杨儒平 副总经理 ８．５８
叶晓明 监事会主席、国内销售总监 ８．５８
郁赛楠 监事、法务经理 ０．８６
张萍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１５．８８
赵杰 软件开发工程师 １．７２

朱跃华 产品经理 ２．５８
王超 ＩＴ工程师 ０．８６

徐晓晴 会计 ０．８６
陈云云 销售助理 １．７２
阮中盈 会计主管 １．７２
陈青 软件开发工程师 １．７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
（二）限售安排
康诚企管与同驰投资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限售安排请参见本上

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
的承诺”之“（一）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承诺”部分。

六、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６，６０９．６７７０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２，

２０３．２２５７万股，发行后，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２５％。 本次发行前
后公司的股本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月）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ＭＦ １３，０８９，３８０ １９．８０ １３，０８９，３８０ １４．８５ １２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ＬＩＵ １２，８１０，０００ １９．３８ １２，８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４ ３６

中新创投 ８，９６５，２０３ １３．５６ ８，９６５，２０３ １０．１７ １２
君联承宇 ５，０５５，４９０ ７．６５ ５，０５５，４９０ ５．７４ １２

高鹏 ４，１１０，０００ ６．２２ ４，１１０，０００ ４．６６ ３６
康诚企管 ３，５３５，０００ ５．３５ ３，５３５，０００ ４．０１ ３６
沈文华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４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 １２

创吉实业 ３，２８６，０６９ ４．９７ ３，２８６，０６９ ３．７３ １２
乾融新声 １，６８５，１６３ ２．５５ １，６８５，１６３ １．９１ １２

胡杨林智源 １，５９１，８５８ ２．４１ １，５９１，８５８ １．８１ １２
ＨＧ １，５１６，６４７ ２．２９ １，５１６，６４７ １．７２ １２

乾融赢润 １，３２２，２０４ ２．００ １，３２２，２０４ １．５０ １２
同驰投资 １，１６５，０００ １．７６ １，１６５，０００ １．３２ ３６

胡杨林丰益 ９６９，８４５ １．４７ ９６９，８４５ １．１０ １２
叶玄羲 ８８９，８０７ １．３５ ８８９，８０７ １．０１ １２

中鑫恒祥 ８８１，４６９ １．３３ ８８１，４６９ １．００ １２
中鑫恒祺 ８８１，３３４ １．３３ ８８１，３３４ １．００ １２

ＶＬＩ ５８９，８０７ ０．８９ ５８９，８０７ ０．６７ １２
康力君卓 ３５２，４９４ ０．５３ ３５２，４９４ ０．４０ １２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１０１，６１２ １．２５ ２４
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 － １，７３５，３４７ １．９７ １２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８１７，２２４ ０．９３ ６
小计 ６６，０９６，７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７５０，９５３ ７９．１５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 １８，３７８，０７４ ２０．８５ －
小计 － － １８，３７８，０７４ ２０．８５ －
合计 ６６，０９６，７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１２９，０２７ １００．００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前十名股东直接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月）

１ ＭＦ １３，０８９，３８０ １４．８５ １２
２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１２，８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４ ３６
３ 中新创投 ８，９６５，２０３ １０．１７ １２
４ 君联承宇 ５，０５５，４９０ ５．７４ １２
５ 高鹏 ４，１１０，０００ ４．６６ ３６
６ 康诚企管 ３，５３５，０００ ４．０１ ３６
７ 沈文华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 １２
８ 创吉实业 ３，２８６，０６９ ３．７３ １２

９ 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７３５，３４７ １．９７ １２

１０ 乾融新声 １，６８５，１６３ １．９１ １２
合计 ５７，６７１，６５２ ６５．４４ －

七、发行人高管、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一）投资主体
具体名称：中信证券康众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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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日
募集资金规模：４，０４８．００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托管费、手续费）
认购资金规模：４，０４７．８８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持有份额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主要任职的公司名
称以及主要职务

是否为上市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
的持有比例

１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刘建强）

董事长、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是 ３００．００ ７．４１％

２ 高鹏 董事、副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是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３ 张萍 董事、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 是 ４３０．００ １０．６２％

４ 黄显国 工程师 否 ２９８．００ ７．３６％
５ 程佳 工程师 否 １４０．００ ３．４６％
６ 徐永 经理 否 １１５．００ ２．８４％
７ 王渊喆 经理 否 ２６０．００ ６．４２％
８ 李帅 工程师 否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９ 王宗宝 经理 否 １５０．００ ３．７１％

１０ 叶晓明 监事会主席、国内销
售总监 是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４％

１１ 郭涛 监事、生产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是 ２２０．００ ５．４３％

１２ 解庆昆 总监 否 ２５０．００ ６．１８％
１３ 付雷 经理 否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１４ 董红艳 总监 否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１５ 郑菊婷 经理 否 １１０．００ ２．７２％
１６ 陈健 经理 否 １６０．００ ３．９５％
１７ 赵杰 工程师 否 １３５．００ ３．３３％
１８ 栗蕾蕾 经理 否 １１５．００ ２．８４％
１９ 沈海波 经理 否 １５０．００ ３．７１％
２０ 张德存 工程师 否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２１ 朱跃华 经理 否 １１５．００ ２．８４％
２２ 符夏颖 工程师 否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２３ 杨儒平 副总经理 是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２４ 唐晓慧 工程师 否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２５ 石国庆 经理 否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合计 ４，０４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参与对象中，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高鹏、张萍和杨儒平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其余对象均为公司的核心员工。
（二）投资数量及金额
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最终认购金额为

４，０４７．８８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股份数量为１７３．５３４７万股，为本次公开
发行规模的７．８８％。

（三）限售期限
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限售
期届满后，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
定。

八、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一）投资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实施办法》和《上交所科创板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投资主体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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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 营业期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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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投资数量及金额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５％， 即１１０．１６１２万

股，跟投金额为２，５５６．８４万元。
（三）限售期限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
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２，２０３．２２５７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３．２１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股。
四、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５８．２４倍（按发行后每股收益为基础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２．６９倍（按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基础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４０元（按经审计２０１９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８．６４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按经审计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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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３６．８７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１］第ＺＡ１００６９号”《验
资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６，４０２．６２万元（不含增值税金额）。 根

据“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１］第ＺＡ１００６９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４，６７９．０２

审计和验资费用 ６８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５１８．８９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１９．８１

发行上市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０４．９０

合计 ６，４０２．６２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包含印花税
１１．０９万元。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４４，７３４．２５万元。
十一、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２２，２０６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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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８３．６９５９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２．８８％。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５３．８０００万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７８８７４８％，其中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７５２．６５３０万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１．１４７０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１，１６５．７２９８万股，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１，１６５．７２９８万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
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的数量为１．１４７０万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包括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

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及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及２０２０年１－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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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０］第ＺＡ１５４２５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
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
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针对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之财务
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０］第ＺＡ１５８４０号
审阅报告。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
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及招股意向书附录。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２０２０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预计情况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变动比例

销量（台） ５，７００－６，２００ ３，６９７ ５４．１８％－６７．７０％
营业收入 ３１，０００－３３，０００ ２３，４５４．６２ ３２．１７％－４０．７０％
净利润 ６，２００－６，９００ ４，８１８．１０ ２８．６８％－４３．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２１０－６，９１０ ４，８１８．１１ ２８．８９％－４３．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９５０－６，８００ ３，５１１．９３ ６９．４２％－９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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