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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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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品茗股份”、“公司”或“本
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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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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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等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尾差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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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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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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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次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５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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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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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０．０５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３１．８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４２．５０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３）２７．４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４）３６．６３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Ｉ６５）。 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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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６０倍。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５０．０５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４２．５０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Ｉ６５）最近一个月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５６．６０倍，但仍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三）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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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数为５，４３７．４０万股，其中本次新
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１，２３７．５５０７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数的２２．７６％。 公
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融资融券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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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软件产品的研发依赖于美国Ａｕｔｏｄｅｓｋ公司提供的基础软件开发环境的风险
公司建筑信息化软件中的算量软件、模架设计软件、施工策划软件以及实现综合应用

的ＨｉＢＩＭ软件是基于二维、三维图形基础软件的应用化产品，其研发所使用的图形平台均
来源于美国Ａｕｔｏｄｅｓｋ公司，对该公司的ＡｕｔｏＣＡＤ、Ｒｅｖｉｔ两款产品的建模功能存在依赖。

目前，国内厂商已具备二维图形平台的供应能力，随着与国内供应商合作的深入，基
于二维图形平台ＡｕｔｏＣＡＤ开发的软件产品及基于ＡｕｔｏＣＡＤ开发的ＢＩＭ类产品， 可通过国
内平台进行研发及使用环境的转换， 但完全基于ＢＩＭ三维平台Ｒｅｖｉｔ平台开发的ＨｉＢＩＭ软
件在短期内较难实现替代。 目前国内缺乏研发成熟、广泛使用的ＢＩＭ三维图形平台建模软
件，同行业企业中随已开始进行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但短期内暂无全面掌握三维图形平
台技术的企业。

从客户使用角度来看， 虽然基于不同平台的产品可以做到较好的兼容性和一致的用
户体验，但客户需进行国产基础软件版权的购买，增加使用成本。

Ａｕｔｏｄｅｓｋ公司的软件产品按 《出口管理条例 》所示 ，属于大众市场软件 （Ｍａｓ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在特定的国家或实体销售或转移无需事先取得许可证。 但如未来国际贸易政策
（如中美贸易政策）、 国际关系等发生不利变化， 导致该类产品或该公司产品进入管制清
单，公司未来可能无法取得研发授权，将无法对基于Ａｕｔｏｄｅｓｋ平台的产品进行持续研发，可
能造成ＨｉＢＩＭ产品的研发停滞、可能形成使用Ａｕｔｏｄｅｓｋ平台客户的流失，对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

（二）销售区域集中的风险
我国建筑行业信息化渗透率相对较低， 相关产品正处于从岗位级使用的常态化向项

目级、企业级整体解决方案推进的阶段，鉴于建筑行业信息化业务与工程项目结合紧密，
其受建筑行业的影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销售区域集中的情形。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来源于浙江省内的收入占比分别为５２．２２％、５３．８１％、４６．５１％和５９．０１％，存
在一定的销售区域集中风险。 近年来，公司虽然在努力拓展浙江省外的市场，但由于市场
开拓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段时期内公司的业务收入还将主要来源于浙江地区，若浙江地区
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三）收入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立足于建筑行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工程建设领域的业主、设计、咨询、施工、监理、

审计、行业监管机构等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其中智慧工地客户以施工企业为主，遵照建设
项目的预算决算体制，其预算、立项和采购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第四季度尤其是年末通
常是合同签署和交付的高峰期， 导致公司订单和收入尤其是智慧工地业务收入的确认主
要集中在下半年，公司的收入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此外，公司软件产品销售还遵循近年网络销售庆典模式 ，以 “６１８”、“双十一 ”、“双十
二”为年中、年末促销主要时点，由此带来每年５－７月份及１１、１２月的销售旺盛。

从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占全年的比重来看，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公司下半年营业
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６２．０６％、６０．１３％和５６．７０％，而研发投入、人员工资及其他费用
的支出则均匀发生，导致公司的经营业绩呈现上下半年不均衡的分布特征。 公司销售收入
的季节性波动及其引致的公司净利润、经营性活动净现金流在全年不均衡的分布，将对公
司资产流动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税收优惠政策变化引致的风险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所得税税率优惠 ５４０．３２ １，０３６．０２ ９４７．００ ５６９．９９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２５４．５０ ４７４．６５ ３７６．２０ ２６５．９１
增值税退税金额 ７１１．６２ ２，０７５．７０ １，７７０．０６ １，５４８．７０

合计 １，５０６．４４ ３，５８６．３７ ３，０９３．２６ ２，３８４．６０
利润总额 ３，７９４．４４ ７，７７７．１０ ５，９４３．６８ ３，５０３．０４
税收优惠占利润总额比例 ３９．７０％ ４６．１１％ ５２．０４％ ６８．０７％

作为主营施工阶段“数字建造”应用化技术及产品的科技型企业，公司及子公司在报告
期内享受多种所得税、增值税税收政策优惠。报告期内，公司依法享有的所得税税率优惠、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及增值税退税优惠金额分别为２，３８４．６０万元、３，０９３．２６万元、３，５８６．３７
万元及１，５０６．４４万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６８．０７％、５２．０４％、４６．１１％和３９．７０％。如果未来
国家及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出现不可预测调整， 公司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导致不再符合
重软标准，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公司不能继续享受上述税收优惠，公司整体税负水平将
提高，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情况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五）应收账款余额持续增加及回款风险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净额分别为１，６６０．５８

万元、３，０５０．３１万元、７，０１６．１７万元和５，９５９．１０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４７％、
１３．７７％、２４．８０％和４０．５２％。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账龄在１年以内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１，５９６．１７
万元、２，８９５．７５万元、５，９５８．６６万元和３，７０２．１４万元，占总余额的比例分别为９６．１２％、９４．９３％、
８４．９３％和６２．１３％。

虽然公司一贯重视应收账款的回收并制定了严格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 但是随着公
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余额将相应增长，较大金额的应收账款将影响公司的资金周
转速度，给公司的营运资金带来一定压力。 未来如果公司欠款客户的资信状况发生变化或
公司收款措施不力， 将存在部分货款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 进而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入，会对公司资产质量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相应增加。

（六）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且上市后会被进一步稀释的风险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莫绪军直接持有本公司１，３４３．７５

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股份比例为３２．９６％。 自本公司成立以来，莫绪军先生一直为公司
管理团队的核心，对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始终具有较强控制力。 若按照本次公开发行１，３６０．００
万股新股计算， 本次发行完成后， 莫绪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
２４．７１％。 如果本公司其他股东通过增持股份谋求影响甚至控制本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会降低股东大会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效率， 从而给发行人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带来潜在
风险。

（七）下游行业集中于建筑行业，受房地产行业政策和景气度影响较大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的下游为建筑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工程建设领域的业主、设计、咨询、施

工、监理、审计、行业监管机构等工程建设各方主体。 其中，施工类客户以中建系统、中冶系
统、地方建工系统的特、一级建筑资质企业为主，上述客户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等
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和项目管理。 报告期内，上述客户购买公司产品直接应用于各施
工项目，项目类型较多，但以住宅、商场及办公楼等房地产项目为主。

因此，公司业务受房地产行业政策和景气度的影响较大。 虽然目前房地产行业处于平
稳发展状态，但如果国家对下游行业的政策改变或者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将直接
影响本行业下游的需求，进而影响公司业务。

（八）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年初国内爆发新型冠状病毒重大疫情，大量企事业单位停工停产，社会正常经

济秩序停摆。 公司所面向的建筑行业受疫情影响较为明显，出现施工项目大面积停工，拟
建设项目推迟审批开工等情况，直至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末才出现疫情管控松动迹象，施工项
目开始陆续复工。 受此重大疫情影响，叠加春节淡季，建筑行业尤其是建筑施工相关行业
第一季度开工不足，产值下滑明显，数字建造产品的采购布局相应受到影响，对公司报告
期后的经营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对报告期内应收账款的回收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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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４９３号《关于同意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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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１〕１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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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Ａ股股本为５，４３７．４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其中１，２３７．５５０７
万股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品茗股份”，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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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３０日
（三）股票简称：品茗股份
（四）股票扩位简称：品茗股份
（五）股票代码：６８８１０９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５，４３７．４０万股
（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１，３６０．００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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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７．５５０７万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４，１９９．８４９３万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

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创新”）获
配股票数量为６８．００万股，发行人的高管、核心员工不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莫绪军 １３，４３７，５０８ ３２．９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２ 杭州灵顺灵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６，２５９，５８６ １５．３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３ 李军 ５，４１１，８０７ １３．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４ 陶李义 ３，６０５，９９６ ８．８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５ 李继刚 ２，９４３，９９８ ７．２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６ 浙江省浙创启元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３．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７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３．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８ 杭 州 淳 谟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３．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９ 陈飞军 １，１５１，４９６ ２．８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１０ 章益明 １，１３９，２８７ ２．７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３６个月

１１ 杭州重仕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７９０，０００ １．９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２ 裘炯 ７６８，３２２ １．８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３ 杨斌 ５９２，０００ １．４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４ 钟云彬 ３３３，０００ ０．８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５ 张加元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６ 张群芳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７ 沈军燕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１８ 金燕 ６７，０００ ０．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１２个月

合计 ４０，７７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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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战略投资者长江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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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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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个，对应的股
份数量为５４４，４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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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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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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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为：
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
２、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
３、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４亿元的，

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１０％以上；
４、市值及财务指标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标准；
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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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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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１、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
４９３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符合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

２、发行后股本总额为人民币５，４３７．４０万元，不低于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
３、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总数为１，３６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２５．０１％，不低于发行

人发行后股份总数的２５．００％；
４、市值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５０．０５元，发行后股本总额为５，４３７．４０万股，发行完成后市

值为２７．２１亿元，符合“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的规定。
同时，发行人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
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５，１４８．７５万元、６，４０３．４１万元，符合“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
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的规定。

５、本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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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
件。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ｉｎｍ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 Ｌｔｄ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人民币４，０７７．４０万元

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 人民币５，４３７．４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莫绪军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３号天堂软件园Ｂ幢５楼Ｃ座

经营范围

服务 ：计算机软 、硬件 、安全信息技术产品 、电子产品 、通信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 、计算机系统
集成、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批
发 、零售 ：计算机软 、硬件 ，安全信息技术产品 ，电子产品 ，通信产品 ，出版
物；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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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聚焦于施工阶段的“数字建造”应用化技术及产品提供商。 公司立足
于建筑行业、面向“数字建造”的对象和过程，提供自施工准备阶段至竣工
验收阶段的应用化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满足各方在成本、安全、质量、进
度、信息管控等方面的信息化需求。

所属行业 Ｉ６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５６６６５７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８１６３２２３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ｍｉｎｇ．ｃｎ
电子信箱 ｇａｏｚｈｉｐｅｎｇ＠ｐｉｎｍｉｎｇ．ｃｎ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 者
关系的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 者
关系的负责人 高志鹏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 者
关系的联系人电话号码 ０５７１－５６６６５７００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莫绪军先生。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莫绪军直接持

有公司发行前股份１３，４３７，５０８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３２．９６％，无间接持股。莫绪军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其所持股份享有的表决权能够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自
有限公司成立后，莫绪军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自股份公司成立
至今，莫绪军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董事长，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等产生实质影响，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此外，发行人及全体股东已签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确认函》，确认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莫绪军。 莫绪军先生个人基本情况如下：

莫绪军先生，１９７０年９月出生，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０１１１１９７００９１５＊＊＊＊；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任北京焦化厂基建处技术员；１９９５年
１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任海口神机电脑科技公司北京营销中心销售主管；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５年
５月，任海口神机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经理；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品茗科技
执行董事；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任品茗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品茗股份
成立至今，任品茗股份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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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完成后，莫绪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为２４．７１％。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简要情况
公司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名；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

监事１名 ；高级管理人员５名 ，其中总经理１名 （兼任董事 ），副总经理３名 （其中２名兼任董
事），董事会秘书１名，财务总监１名（兼任副总经理）。

１、董事会成员
公司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３名独立董事。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每届

董事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名单如下：

姓名 职位 本届任职期限 提名人

莫绪军 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李继刚 副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李军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陶李义 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章益明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陈飞军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靳明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虞军红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钱晓倩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董事会

２、监事会成员
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任期三年。 公司监事名单如下：
姓名 职位 本届任职期限 提名人

刘德志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监事会

朱益伟 监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监事会

廖蓓蕾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职工代表大会

３、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公司目前高级管理

人员共５名，名单如下：
姓名 职位 本届任职期限

李军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章益明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陈飞军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高志鹏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张加元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４、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８名，分别为章益明、梁斌、张俊岭、王建业、吕旭芒、庄峰毅、方敏

进、方海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章益明 董事、副总经理、研发总监

梁斌 西安丰树软件组长

张俊岭 西安丰树首席工程师

王建业 研发七部研发总监

吕旭芒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庄峰毅 研发中心系统架构师

方敏进 高级工程师

方海存 产品总工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１、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比例

莫绪军 董事长 １３，４３７，５０８ ３２．９６％
李军 董事、总经理 ５，４１１，８０７ １３．２７％

陶李义 董事 ３，６０５，９９６ ８．８４％
李继刚 副董事长 ２，９４３，９９８ ７．２２％
章益明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１３９，２８７ ２．７９％
陈飞军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１５１，４９６ ２．８２％
张加元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

２、间接持股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通过持有灵顺灵、重仕

投资出资份额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间接持股
主体

对间接持股主体
出资额（万元）

对间接持股主
体出资比例

间接主体持有公司股份
情况

刘德志 监事会主席
灵顺灵 ８．８７ ４．４３％

灵顺灵持有公司６，２５９，５８６
股股份， 占公司发行前股
份总数的１５．３５％

重仕投资 ２４．３２ ２．５３％
朱益伟 监事 灵顺灵 ２．９６ １．４８％
廖蓓蕾 职工代表监事 灵顺灵 ２．９６ １．４８％
高志鹏 董事会秘书 灵顺灵 ８．４３ ４．２２％
梁斌 核心技术人员 灵顺灵 １．６６ ０．８３％

张俊岭 核心技术人员 灵顺灵 １．６６ ０．８３％
王建业 核心技术人员 灵顺灵 ２．９６ １．４８％
吕旭芒 核心技术人员 灵顺灵 ３．１６ １．５８％
庄峰毅 核心技术人员 灵顺灵 ３．１６ １．５８％
方敏进 核心技术人员 灵顺灵 ３．１６ １．５８％
陶善贵 董事陶李义的哥哥 灵顺灵 １１．８２ ５．９１％

方海存 核心技术人员 重仕投资 ６．０８ ０．６３％
重仕投资持有公司７９０，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股
份总数的１．９４％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以其
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不清的情况。

上述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售安
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的相关内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及其他相关安排
为增强骨干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 实现骨干人员与公司未来利益的一致性， 公司于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分别设立了灵顺灵、重仕投资两个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企业，公司骨干员工
通过持有合伙企业合伙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灵顺灵持有本公司６，２５９，５８６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股份总
数的１５．３５％，其合伙人构成及在本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在公司所任职务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李自可 普通合伙人 首席市场官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 杨静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丰树顾问 ３７．８０４１ １８．９０２０％
３ 颜玲辉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２．０２８０ ６．０１４０％
４ 陶善贵 有限合伙人 战略顾问 １１．８２１６ ５．９１０８％
５ 刘德志 有限合伙人 监事会主席、事业部副总经理 ８．８６６４ ４．４３３２％
６ 倪斌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８．４３１４ ４．２１５７％
７ 王亚波 有限合伙人 原财务总监，已离职 ８．４３１４ ４．２１５７％
８ 高志鹏 有限合伙人 董事会秘书 ８．４３１４ ４．２１５７％
９ 莫知超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副总经理 ６．１１６８ ３．０５８４％
１０ 李伟 有限合伙人 原西安丰树技术顾问，已离职 ３．３１９６ １．６５９８％
１１ 贺俊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丰树总经理 ３．３１９６ １．６５９８％
１２ 王学兵 有限合伙人 原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已离职 ３．２７５１ １．６３７６％
１３ 杨旭东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３．２７５１ １．６３７６％
１４ 李新军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行业总监 ３．２７５１ １．６３７６％
１５ 刘栋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技术总监 ３．１６１２ １．５８０６％
１６ 厉红权 有限合伙人 原研发中心项目经理，已离职 ３．１６１２ １．５８０６％
１７ 吕旭芒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３．１６１２ １．５８０６％
１８ 庄峰毅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系统架构师 ３．１６１２ １．５８０６％
１９ 方敏进 有限合伙人 高级工程师 ３．１６１２ １．５８０６％
２０ 李锋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行业研究员 ３．１６１２ １．５８０６％
２１ 俞琦莺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２ 刘小华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３ 刘红军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丰树副总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４ 刘锋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５ 叶书成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６ 唐保辉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７ 孙优红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８ 廖蓓蕾 有限合伙人 职工代表监事、研发中心产品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２９ 彭爱军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产品总工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０ 戴闻刚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１ 朱益伟 有限合伙人 监事、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２ 江成飞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３ 温兴慧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４ 王建业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七部研发总监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５ 王能锋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产品总工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６ 钱立刚 有限合伙人 原事业部部门经理，已离职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７ 陈春华 有限合伙人 研发五部研发总监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８ 黄琦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省级经理 ２．９５５６ １．４７７８％
３９ 张俊岭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丰树首席工程师 １．６５９８ ０．８２９９％
４０ 梁斌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丰树软件组长 １．６５９８ ０．８２９９％
４１ 方圆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５８０６ ０．７９０３％
４２ 郑小飞 有限合伙人 人力资源总监 １．５８０６ ０．７９０３％

合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重仕投资持有本公司７９０，０００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股份总
数的１．９４％，其合伙人构成及在本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在公司所任职务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颜玲辉 普通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０９．４４ １１．４０％
２ 单建华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三部研发总监 ８５．１２ ８．８６％
３ 李锋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行业研究员 ６０．８０ ６．３３％
４ 郑金江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技术总监 ６０．８０ ６．３３％
５ 王大伟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６０．８０ ６．３３％
６ 刘德志 有限合伙人 监事会主席、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７ 倪斌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８ 郑小飞 有限合伙人 人力资源总监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９ 伍阳 有限合伙人 原财务经理，已离职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０ 曹磊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１ 杨卓 有限合伙人 原事业部省级经理，已离职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２ 贾寒光 有限合伙人 原事业部部门经理，已离职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３ 刘利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４ 洪志光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省级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５ 汪龙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６ 严维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７ 王军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销售总监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８ 陈石磊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产品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１９ 林小明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质量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２０ 杨兴耀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２１ 莫知超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２２ 李自可 有限合伙人 首席市场官 ２４．３２ ２．５３％
２３ 王亚南 有限合伙人 原研发中心产品经理，已离职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２４ 祁岩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丰树部门经理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２５ 向金金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２６ 杜文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产品经理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２７ 梁亮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项目经理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２８ 王强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２９ 蔡昌伟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产品总工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３０ 刘保石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产品副总工 ６．０８ ０．６３％
３１ 徐燕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产品经理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３２ 贺文峰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１２．１６ １．２７％
３３ 刘锋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总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３４ 王永强 有限合伙人 西安丰树部门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３５ 沈万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３６ 徐乐仁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３７ 梁昌志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开发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３８ 钱凯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部门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３９ 周元聪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产品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４０ 方海存 有限合伙人 事业部产品总工 ６．０８ ０．６３％
４１ 章立军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开发经理 ６．０８ ０．６３％

合计 ９６０．６４ １００．００％

灵顺灵、 重仕投资系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 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存在需要按照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或基金备案情形。

灵顺灵、重仕投资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限售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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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正在执行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员工的股权激励（如员工持股计划、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及其他制度安排。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４，０７７．４０万股，本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１％，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人本
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限

（自上市之
日起）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１ 莫绪军 １３，４３７，５０８ ３２．９６％ １３，４３７，５０８ ２４．７１％ ３６个月

２ 杭州灵顺灵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２５９，５８６ １５．３５％ ６，２５９，５８６ １１．５１％ １２个月

３ 李军 ５，４１１，８０７ １３．２７％ ５，４１１，８０７ ９．９５％ ３６个月

４ 陶李义 ３，６０５，９９６ ８．８４％ ３，６０５，９９６ ６．６３％ ３６个月

５ 李继刚 ２，９４３，９９８ ７．２２％ ２，９４３，９９８ ５．４１％ ３６个月

６ 浙江省浙创启元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３．０９％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２．３１％ １２个月

７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３．０９％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２．３１％ １２个月

８ 杭州淳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３．０９％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２．３１％ １２个月

９ 陈飞军 １，１５１，４９６ ２．８２％ １，１５１，４９６ ２．１２％ ３６个月

１０ 章益明 １，１３９，２８７ ２．７９％ １，１３９，２８７ ２．１０％ ３６个月

１１ 杭州重仕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７９０，０００ １．９４％ ７９０，０００ １．４５％ １２个月

１２ 裘炯 ７６８，３２２ １．８８％ ７６８，３２２ １．４１％ １２个月

１３ 杨斌 ５９２，０００ １．４５％ ５９２，０００ １．０９％ １２个月

１４ 钟云彬 ３３３，０００ ０．８２％ ３３３，０００ ０．６１％ １２个月

１５ 张加元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１２个月

１６ 张群芳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 １２个月

１７ 沈军燕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 １２个月

１８ 金燕 ６７，０００ ０．１６％ ６７，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２个月

１９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 （湖
北）有限公司 － － ６８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４个月

２０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５４４，４９３ １．００％ ６个月

小计 ４０，７７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９９８，４９３ ７７．２４％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 １２，３７５，５０７ ２２．７６％ －

合计 ４０，７７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３７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莫绪军 １３，４３７，５０８ ２４．７１％ ３６个月

２ 杭州灵顺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２５９，５８６ １１．５１％ １２个月

３ 李军 ５，４１１，８０７ ９．９５％ ３６个月

４ 陶李义 ３，６０５，９９６ ６．６３％ ３６个月

５ 李继刚 ２，９４３，９９８ ５．４１％ ３６个月

６ 浙江省浙创启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２．３１％ １２个月

７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２．３１％ １２个月

８ 杭州淳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５８，０００ ２．３１％ １２个月

９ 陈飞军 １，１５１，４９６ ２．１２％ ３６个月

１０ 章益明 １，１３９，２８７ ２．１０％ ３６个月

合计 ３７，７２３，６７８ ６９．３８％ －

六、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１，３６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２５．０１％，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为５，４３７．４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６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
致。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的母公司
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长江创新，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跟投
１、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的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

资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主体为长江创
新。

２、跟投数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十八条规定，长江创新最

终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即最终跟投获配股份数量为６８．００万股，获配金
额３，４０３．４０万元。

３、限售期限
长江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２４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长江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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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５０．０５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市盈率：４２．５０倍（发行市盈率＝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收益，发行后每股

收益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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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行市净率：３．３７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１．１８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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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１４．８６元（按照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６８０，６８０，０００．００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４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２０２１］
１５３９４号”《验资报告》。 该验资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售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元 ， 发行数量
１３，６００，０００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５０．０５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６８０，６８０，０００．００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７４，３１８，９６２．１３元 （不含增值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０６，３６１，０３７．８７元。

经审验，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４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６０６，３６１，０３７．８７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１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５９２，７６１，０３７．８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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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１．９０万元（不含增值税金额）。 根据“天职

业字［２０２１］１５３９４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保荐费用 １８８．６８

２ 承销费用 ５，４７８．１１

３ 会计师费用 ７８４．１５

４ 律师费用 ４４３．４０

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８５．８５

６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５１．７１

费用合计 ７，４３１．９０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６０，６３６．１０万元
（十一）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１７，０２４名
（十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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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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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０，０００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１６８，０００股，其中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５，１６３，２３６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４，７６４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７５２，０００
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７，７５２，０００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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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６４股。

（十三）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财务会计资料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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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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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天职业字［２０２０］３３７９９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已在
招股意向书附录中详细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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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及招股意向书附录。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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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天职业字［２０２１］６０８１
号”《审阅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及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
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附录及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一）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业绩预测情况
公司预计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区间为０．８０亿元至０．９０亿元，与上年同期０．３８

亿元相比约增加至１１０．５３％至１３６．８４％；预计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１，１００．００万元至１，６００．００万元，与上年同期２６０．８８万元相
比增长幅度约为３２１．６５％至５１３．３１％。

前述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财务预测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 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
测或业绩承诺。

（二）审计报告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采购模

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税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亦
未出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情况与
经营业绩较为稳定，总体运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异常或重大不利变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下转C2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