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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福建华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华工” ）、福建华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建华会” ）分别持有华闽进出口17.99% 、17.25%股权，为华闽进出口的员工持股平
台；刘平山持有福建华工23.78%股权，为福建华工的第一大股东，其第二大股东陈辉、第三
大股东张远生分别持有福建华工10.26%、9.03%股权，刘平山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
权足以对福建华工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刘平山为福建华工的实际控制人；吴静怡
持有福建华会17.24%股权， 为福建华会第一大股东， 其第二大股东刘平山持有福建华会
8.10%股权，其余股东持股比例均小于7% ，吴静怡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
福建华会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吴静怡为福建华会的实际控制人。 刘平山与吴静怡
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福建华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田投资” ）持有华闽进出口40.09%股
权，为华闽进出口的控股股东；刘平山持有华田投资51%股权，为华田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亦
为华闽进出口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华闽进出口成立于1986年，原为福建省国有大型外贸企业，2003年改制为混合所有制，

为福建省外贸龙头企业。 多年来，华闽进出口始终坚持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现已经逐步
形成“以贸易带动实体，以实体支撑贸易”———贸易与投资双轮驱动的稳固发展态势。 2020
年外贸行业在遭遇全球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下，进出口业务依然逆势增长，全年实现进出
口总额1.9亿美元。华闽进出口拥有福建南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制药：831207）（以下
简称“南方制药” ）、华闽南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闽南配：835582）、福建华闽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田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华名华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正原菌
草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华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美国华闽、新加坡华闽等20多家
下属企业。 其中，华闽进出口控股子公司（持股44.87%）南方制药是国内稀缺的国际化多品
种原料药研发生产企业，近年来，南方制药在抗肿瘤原料药市场持续投入，其核心产品获得
国内CGMP证书并通过美国FDA现场检查和欧盟EDQM现场检查。华闽进出口作为南方制
药的控股股东，对南方制药的经营方针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其将积极推动南方制药与发
行人的合作，充分协调旗下相关资源为双方合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截至2020年12月
31日，华闽进出口的总资产约为24亿元，净资产约为13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约25.79亿
元，营业利润约为6, 270.90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华闽进出口、南方制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一）市场领域：华闽进出口作为在外贸领域深耕多年的大型企业，积累了较多海外客

户资源，已成功推动子公司南方制药拓展海外销售市场，在此基础上，华闽进出口也将对发

行人拓展海外销售提供帮助。 同时，华闽进出口也将通过协调其子公司南方制药配合各类
官方及客户审计，协助发行人进行市场开拓；

（二）研发领域：华闽进出口协调子公司南方制药充分发挥中试产品优化的优势，协同
发行人进行联合研发，在中试优化研发上起到关键作用，保障产品高速高效进入注册批生
产及顺利注册申报、发补等环节；同时，南方制药在已通过美国FDA及欧洲EDQM认证的基
础上，继续搭建优质的法规注册平台，配合发行人在中国及全球的产品关联注册；

（三）生产领域：华闽进出口旗下子公司南方制药具备完整的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生
产及保障体系，质量体系符合国际标准，华闽进出口能够通过协调南方制药向发行人稳定
供应安全、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

综上所述，华闽进出口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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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华闽进出口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持有华闽进出口控股子公司南方制药

12.45%股权，除上述关系外，华闽进出口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华闽进出口与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华闽进出口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

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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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华闽进出口最新一期财务报表，华闽进出口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
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华闽进出口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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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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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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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
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
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七）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中信建投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 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61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1月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 （“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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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信建投投资系
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
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中信建投投资不属于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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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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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无需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经核查，中信建投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61% ，第二大股东中
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0.76%，因前两大股东分别不能决定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的
选任，无法控制董事会，也分别不能控制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因此中信建投不存在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信建投投资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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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中信建投投资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与联席主承销
商中信建投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投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承诺，其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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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信建投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
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信建投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2）本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3）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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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
求发行人控制权。

八）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汇宇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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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网站（www .amac.org .cn）查询，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SJ 024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年8月9日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5日
到期日 2026年8月5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募集资金规模 14, 200.00万元

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田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华名华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正原菌
草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华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美国华闽、新加坡华闽等20多家
下属企业。 其中，华闽进出口控股子公司（持股44.87%）南方制药是国内稀缺的国际化多品
种原料药研发生产企业，近年来，南方制药在抗肿瘤原料药市场持续投入，其核心产品获得
国内CGMP证书并通过美国FDA现场检查和欧盟EDQM现场检查。华闽进出口作为南方制
药的控股股东，对南方制药的经营方针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其将积极推动南方制药与发
行人的合作，充分协调旗下相关资源为双方合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截至2020年12月
31日，华闽进出口的总资产约为24亿元，净资产约为13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约25.79亿
元，营业利润约为6, 270.91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华闽进出口、南方制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市场领域。 华闽进出口作为在外贸领域深耕多年的大型企业，积累了较多海外客户

资源，已成功推动子公司南方制药拓展海外销售市场，在此基础上，华闽进出口也将对发行
人拓展海外销售提供帮助。 同时，华闽进出口也将通过协调其子公司南方制药配合各类官
方及客户审计，协助发行人进行市场开拓。

2）研发领域。 华闽进出口协调子公司南方制药充分发挥中试产品优化的优势，协同发
行人进行联合研发，在中试优化研发上起到关键作用，保障产品高速高效进入注册批生产
及顺利注册申报、发补等环节；同时，南方制药在已通过美国FDA及欧洲EDQM认证的基础
上，继续搭建优质的法规注册平台，配合发行人在中国及全球的产品关联注册；

3）生产领域。华闽进出口旗下子公司南方制药具备完整的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生产及
保障体系，质量体系符合国际标准，华闽进出口能够通过协调南方制药向发行人稳定供应
安全、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

综上所述，华闽进出口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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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发行人持有华闽进出口控股子公司南方制药12.45%股权，除上述关系外，华闽进出口

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华闽进出口与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华闽进出口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

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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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华闽进出口最新一期财务报表，华闽进出口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
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华闽进出口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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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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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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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按照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 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
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
正当利益的行为。

7、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 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61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1月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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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信建投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
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
中信建投投资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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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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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61% ，第二大股
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0.76%，因前两大股东分别不能决定半数以上董事会成
员的选任，无法控制董事会，也分别不能控制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因此中信建投证券
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信建投投资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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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适用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中信建投投资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与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投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承诺，其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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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信建投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
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信建投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2）本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3）本公司不利
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
人控制权。

8、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 ）

（1）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SJ 024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年8月9日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5日
到期日 2026年8月5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募集资金规模 14, 200.00万元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
此，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为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战略配售资格
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21年8月9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具备

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发

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
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发行人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

1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150.00 1.06
2 周琳 董事、审计监察总监 核心员工 1, 980.00 13.94
3 杨国昌 副总经理、行政副总裁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 2.11
4 梁多辉 监事、财务经理 核心员工 780.00 5.49
5 王菊 监事、人事经理 核心员工 570.00 4.01
6 方岳亮 董事长特别助理 核心员工 1, 400.00 9.86
7 张桂玲 国内注册总监 核心员工 1, 600.00 11.27
8 胡和平 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核心员工 1, 500.00 10.56
9 程彦 销售部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0 胡蕾 市场部总监 核心员工 360.00 2.54
11 丁再志 工程部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1.41
12 张小洪 西南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3 霍立军 苏闽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4 刘洪江 华东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5 付训忠 药物研究一所副所长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6 张长清 药物研究一所化学研究七室
副主任 核心员工 230.00 1.62

17 王海波 生物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8 江贤芬 技术转移工程师 核心员工 450.00 3.17
19 何萍 财务经理 核心员工 300.00 2.11
20 何琴 商务经理 核心员工 300.00 2.11
21 唐棋 生产经理 核心员工 170.00 1.20
22 范绍丽 合规经理 核心员工 160.00 1.13
23 周霞 品牌经理 核心员工 200.00 1.41
24 严建军 国际注册经理 核心员工 130.00 0.92
25 范敏 QC助理经理 核心员工 110.00 0.77
26 嬴俊良 工程经理 核心员工 110.00 0.77
27 杨潺 产品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28 叶甜 行政经理 核心员工 1, 200.00 8.45
29 胡骞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 100.00 7.75
30 何勤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31 王春耀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合计 14, 200.00 100.00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其中， 周琳于
1957年8月出生，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务合同，属于退休返聘；其余人员均
已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出具的承诺函，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资金来源为委托人自有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规则适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

建投证券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资产管理计划系本机构接受发行人员工委托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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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符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3）资产管理计划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限售期届满后，资
产管理计划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4）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
益的行为；

5）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向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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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发行人的联席主承销商未承诺承销费用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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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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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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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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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
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
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
资者应不超过30名；1亿股以上且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股的，战
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
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
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2%至5%的股票。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在1亿股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3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
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经核查，本次共有8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战略配售对象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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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3）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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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 272.00万股；上述安排符合《实施办法》《规则适用指引》中
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20%的要求。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分别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战略投资
者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
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中
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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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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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规则适
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主体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规则适用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

在以下情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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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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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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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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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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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建投投资和其他7名战略投资者签署的配售协议，发行人、联席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投资和其他7名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规则适用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

法》《规则适用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规则适用
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保荐机构对于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

法》《规则适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中保基金、怀新投资、内江投资、万邦生化、湖州修
控、华闽进出口、中信建投投资、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
在《规则适用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 泉 田 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权，为华闽进出口的控股股东；刘平山持有华田投资51%股权，为华田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亦
为华闽进出口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华闽进出口成立于1986年，原为福建省国有大型外贸企业，2003年改制为混合所有制，

为福建省外贸龙头企业。 多年来，华闽进出口始终坚持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现已经逐步
形成“以贸易带动实体，以实体支撑贸易”———贸易与投资双轮驱动的稳固发展态势。 2020
年外贸行业在遭遇全球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下，进出口业务依然逆势增长，全年实现进出
口总额1.9亿美元。华闽进出口拥有福建南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制药：831207）（以下
简称“南方制药” ）、华闽南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闽南配：835582）、福建华闽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田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华名华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正原菌
草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华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美国华闽、新加坡华闽等20多家
下属企业。 其中，华闽进出口控股子公司（持股44.87%）南方制药是国内稀缺的国际化多品
种原料药研发生产企业，近年来，南方制药在抗肿瘤原料药市场持续投入，其核心产品获得
国内CGMP证书并通过美国FDA现场检查和欧盟EDQM现场检查。华闽进出口作为南方制
药的控股股东，对南方制药的经营方针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其将积极推动南方制药与发
行人的合作，充分协调旗下相关资源为双方合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截至2020年12月
31日，华闽进出口的总资产约为24亿元，净资产约为13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约25.79亿
元，营业利润约为6, 270.91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和华闽进出口、南方制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市场领域。 华闽进出口作为在外贸领域深耕多年的大型企业，积累了较多海外客户

资源，已成功推动子公司南方制药拓展海外销售市场，在此基础上，华闽进出口也将对发行
人拓展海外销售提供帮助。 同时，华闽进出口也将通过协调其子公司南方制药配合各类官
方及客户审计，协助发行人进行市场开拓。

2）研发领域：华闽进出口协调子公司南方制药充分发挥中试产品优化的优势，协同发
行人进行联合研发，在中试优化研发上起到关键作用，保障产品高速高效进入注册批生产
及顺利注册申报、发补等环节；同时，南方制药在已通过美国FDA及欧洲EDQM认证的基础
上，继续搭建优质的法规注册平台，配合发行人在中国及全球的产品关联注册；

3）生产领域：华闽进出口旗下子公司南方制药具备完整的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生产及
保障体系，质量体系符合国际标准，华闽进出口能够通过协调南方制药向发行人稳定供应
安全、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

综上所述，华闽进出口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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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规则适用
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发行人持有华闽进出口控股子公司南方制药12.45%股权，除上述关系外，华闽进出口

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华闽进出口与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华闽进出口已承诺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

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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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华闽进出口最近一个年度财务报表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华闽进出口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华闽进出口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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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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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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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按照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 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
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
正当利益的行为。

7、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 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61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1月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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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信建投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
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
中信建投投资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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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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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61% ，第二大股
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0.76%，因前两大股东分别不能决定半数以上董事会成
员的选任，无法控制董事会，也分别不能控制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因此中信建投证券
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信建投投资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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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适用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中信建投投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投投资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中信建投证券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
投证券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关系外，中信建投投资与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承诺，其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使用非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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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信建投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
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信建投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2）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
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3）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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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8、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 ）

（1）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SJ 024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年8月9日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5日
到期日 2026年8月5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募集资金规模（万元） 14, 200.00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
此，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为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战略配售资格
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21年8月9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具备

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发

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
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发行人职务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

实缴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

1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150.00 1.06
2 周琳 董事、审计监察总监 核心员工 1, 980.00 13.94
3 杨国昌 副总经理、行政副总裁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 2.11
4 梁多辉 监事、财务经理 核心员工 780.00 5.49
5 王菊 监事、人事经理 核心员工 570.00 4.01
6 方岳亮 董事长特别助理 核心员工 1, 400.00 9.86
7 张桂玲 国内注册总监 核心员工 1, 600.00 11.27
8 胡和平 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核心员工 1, 500.00 10.56
9 程彦 销售部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0 胡蕾 市场部总监 核心员工 360.00 2.54
11 丁再志 工程部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1.41
12 张小洪 西南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3 霍立军 苏闽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4 刘洪江 华东大区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5 付训忠 药物研究一所副所长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6 张长清 药物研究一所化学研究七室
副主任 核心员工 230.00 1.62

17 王海波 生物部副部长 核心员工 100.00 0.70
18 江贤芬 技术转移工程师 核心员工 450.00 3.17
19 何萍 财务经理 核心员工 300.00 2.11
20 何琴 商务经理 核心员工 300.00 2.11
21 唐棋 生产经理 核心员工 170.00 1.20
22 范绍丽 合规经理 核心员工 160.00 1.13
23 周霞 品牌经理 核心员工 200.00 1.41
24 严建军 国际注册经理 核心员工 130.00 0.92
25 范敏 QC助理经理 核心员工 110.00 0.77
26 嬴俊良 工程经理 核心员工 110.00 0.77
27 杨潺 产品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28 叶甜 行政经理 核心员工 1, 200.00 8.45
29 胡骞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 100.00 7.75
30 何勤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31 王春耀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0.70

合计 14, 200.00 100.00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其中， 周琳于
1957年8月出生，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务合同，属于退休返聘；其余人员均
已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出具的承诺函，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资金来源为委托人自有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规则适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

建投证券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资产管理计划系本机构接受发行人员工委托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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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符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3）资产管理计划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限售期届满后，资
产管理计划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4）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
益的行为；

5）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向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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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发行人的联席主承销商未承诺承销费用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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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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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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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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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
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
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
资者应不超过30名；1亿股以上且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股的，战
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
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规则适用指引》第
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2%至5%的股票。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在1亿股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3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
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经核查，本次共有8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战略配售对象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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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3）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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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 272.00万股；上述安排符合《实施办法》《规则适用指引》

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的要求。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分别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战略投资
者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
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中
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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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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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国都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规则适
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主体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规则适用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

在以下情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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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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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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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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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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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建投投资和其他7名战略投资者签署的配售协议，发行人、联席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投资和其他7名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国都证券认为，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规则适用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

法》《规则适用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规则适用
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联席主承销商对于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国都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

法》《规则适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中保基金、怀新投资、内江投资、万邦生化、湖州修
控、华闽进出口、中信建投投资、员工资产管理计划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
配售股票不存在《规则适用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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