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诺唯赞 股票代码：６８８１０５

南京诺唯赞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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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唯赞”、“本公司”、“发行人”或“公司”）股票将
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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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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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 均因计算过程中

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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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４４％、跌幅限制

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企业上市后前５个交易日内 ，股票交易价格不设

涨跌幅限制；上市５个交易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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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剧烈的风险。

２、流通股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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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锁定期为１２个月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
的无限售流通股为３３，０５１，４３４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８．２６２７％，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 ，存在
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３、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Ｔ－３日）完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投资者报价后的初步询价情况，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发行人所处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
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５．００元 ／ 股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 此价格对
应的市盈率为：

（１）２４．３２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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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０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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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７．０２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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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６．７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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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处行业为研究和试验发展 （Ｍ７３），截止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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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３３倍。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Ｔ－３日）， 主营业务与公司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
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 股）

Ｔ－３日股票收
盘价（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后）

３０１０８０．ＳＺ 百普赛斯 １．４４８５ １．４５９２ １６９．２３ １１６．８３ １１５．９７
３０１０４７．ＳＺ 义翘神州 １６．５８２５ １６．４９４０ ３１９．７０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８
６０３３９２．ＳＨ 万泰生物 １．１１５２ １．０１６５ ２２１．２３ １９８．３７ ２１７．６５
３００４８２．ＳＺ 万孚生物 １．４２５３ １．３２６８ ３４．６７ ２４．３３ ２６．１３
６８８２９８．ＳＨ 东方生物 １３．９７８０ １３．８２１２ １４２．６４ １０．２０ １０．３２
６０３３８７．ＳＨ 基蛋生物 ０．８３７６ ０．６７６３ １７．４９ ２０．８８ ２５．８６
６８８２８９．ＳＨ 圣湘生物 ６．５４１５ ６．４８１７ ５３．４５ ８．１７ ８．２５

均值 － － － ５６．８７ ６０．５１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Ｔ－３日）。
注１：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计算口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Ｔ－３日 （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２９日）总股本。
注２：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５５．００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

率为２７．０２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低于同
行业可比公司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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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科创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并认真阅读招股说明

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章节的全部内容。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公司２０２０年的经营业绩大幅增长为新冠疫情所致，具有偶发性，未来经营业绩增长存在不

可持续的风险，２０２１年存在收入和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公司生产的新冠检测试剂盒以及作为新冠检测试剂

生产原料的生物试剂的市场需求迅速扩大 ， 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加 ， 主营业务收入为１５５，
９００．０５万元，较２０１９年全年增长４８３．４８％。其中，公司新冠疫情相关产品实现销售收入约为１１８，３９６．９１
万元，约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７５．９４％。

２０２０年度，剔除新冠疫情相关产品（含新冠检测试剂产品及新冠相关生物试剂 ）后，公司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３７，５０３．１５万元，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４０．３６％；实现主营业务毛利额为３２，８７２．７９万元 ，较２０１９年
增长４５．１２％；实现主营业务毛利率８７．６５％，较２０１９年提高２．８７个百分点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８，３２７．６７万元（估算）1，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３３７．９９％。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２０年度，公司扣
除新冠疫情相关产品前后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毛利额、主营业务毛利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２０年度

（剔除新冠疫情相关产
品后）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５，９００．０５ ３７，５０３．１５ ２６，７１８．８０ １６，４７２．４５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３，１６８．３７ ４，６３０．３６ ４，０６７．３２ ２，５０７．０６

主营业务毛利额 １４２，７３１．６９ ３２，８７２．７９ ２２，６５１．４８ １３，９６５．４０
主营业务毛利率 ９１．５５％ ８７．６５％ ８４．７８％ ８４．７８％

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 ６．７７％ ２．８７％ ０．００％ －１．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８１，４１２．６０ ８，３２７．６７ １，９０１．３５ －４９１．８４

1在估算扣除新冠疫情相关产品后的净利润时，销售费用中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居间服务费全额扣除 ，其余销
售费用按新冠疫情相关的销售收入比例分摊，研发费用及管理费用全额计入；其他收益、非经常性损益中的 “计入
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剔除了明确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政府补助 ；资产减值损失根据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资产减值
损失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计算；税金及附加、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
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按非新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分摊；所得税率按照１５％计算。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６月已实现营业收入８２，５５６．０７万元 ，
已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３７，７５１．８９万元， 占２０２０年全年对应财务指
标的比例分别为５２．７７％、４６．３７％。

公司预计２０２１年１－９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２．００亿元至１３．００亿元， 占２０２０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的７６．９７％至８３．３９％； 预计２０２１年１－９月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４．８０
亿元至５．８０亿元 ， 占２０２０年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５８．９６％至
７１．２４％。

基于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 、全球疫苗接种的逐步普及、国内相关产品的获批、相关行业政策的
变化等因素，公司２０２１年全年收入与经营业绩较２０２０年度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

１、新冠疫情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新冠疫情相关产品面临销量下降、利润空间减小的风险
新冠疫情的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随着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以及行业内其他企业陆

续推出类似产品或疫苗等其他相关产品， 公司生产的新冠检测试剂盒以及相关生物试剂的销量将
会有所下降、利润空间将会有所减小，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２０２０年年中以来，我国新冠疫情形势逐步好转，总体已得到有效控制。 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第四季
度及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３．４２亿元、４．２５亿元、５．４４亿元及２．６３亿元，
较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的５．８５亿元已相应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ＰＯＣＴ诊断试剂业务规模相对较小，
扣除新冠检测试剂盒的销售收入后， 公司ＰＯＣＴ诊断试剂销售收入分别为６５２．４６万元 、２，７８０．４０万
元、４，１５２．２６万元及３，４８１．０８万元。

未来，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进一步好转 ，公司相关产品的销量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利润空间可
能会进一步减小，公司经营业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２、全球疫苗接种逐步普及，公司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的销量面临快速下降的风险
公司新冠检测试剂盒产品包括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 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及新冠抗原检测试

剂盒。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及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实现的销
售收入分别为４８，９８４．７５万元、１，９２９．１５万元及９５３．０４万元， 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是公司新冠检测试
剂盒中的主要产品，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３１．４２％。 在国内市场及全球市场，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
分别占有９４．２％及７９．３％的市场份额，是最主要的新冠检测试剂盒产品 ；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分别仅
占有５．６％及１８．６％的市场份额，与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市场份额差距较大。 ２０２１年起，全球累计疫
苗接种剂量持续增加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全球至少接种一针新冠疫苗的人口比例达到２３．５％（数
据来源于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ａｔａ）， 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对成功产生抗体的疫苗接种者将不具备有效
性，预计市场规模将随着新冠疫苗的大面积接种而逐步减小，现阶段各国正陆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事项，将对公司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的销量造成不利影响 ，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
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与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对疫苗接种者仍然有效， 但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来自上述两
类产品的销售收入较小，未来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２０２１年１－６月 ，公司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共实现销售收入７，６１６．１９万元 ，已受到较为明显的影
响。

未来，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的进一步普及，公司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的销售收入可能会维持较低
水平或进一步减少，公司经营业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３、国内相关产品获批数量较多，使公司新冠检测试剂盒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面临市场竞争加剧
的风险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 已有３２个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２８个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以及３个
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 公司新冠检测试剂盒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面临的市
场竞争较为激烈。

未来，随着竞争对手相关产品的进一步获批 ，公司可能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公司经营业
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４、相关行业政策的变化，公司在集中采购政策下面临新冠检测试剂中标单价下降的风险
在我国新冠检测试剂盒的集中采购政策方面，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颁发《国

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配合做好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新冠
检测试剂盒普遍开展公开挂网采购、鼓励开展集中采购。２０２０年３－９月，公司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中
标情况较为理想，中标次数为１８次，平均中标价格为２７．７５元 ／ 人份。 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以来 ，发行人新冠
检测试剂盒的中标频率随着我国新冠疫情形势逐步好转而逐渐减慢， 中标价格随着新冠检测试剂
盒集中采购政策的逐步推进而逐渐下降 ，中标次数为７次 ，平均中标价格为７．３２元 ／ 人份。 在后续的
挂网采购、招标采购的过程中，公司可能面临产品未能中标导致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以及中标价
格下降超出预期的风险，均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在新冠检测试剂盒的出口政策方面，根据商务部 、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的
《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２０２０年第５号），
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起，出口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医用口罩等产品的企业向海关报关时，须提供书
面或电子声明承诺出口产品已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号）以及商务部发布的 《关于１２号公告热点问题的回应 》，自２０２０
年４月２６日起， 公司按国外质量标准出口的新冠检测试剂盒无需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 。
公司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均未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若未来出口
政策发生不利于公司的变化，公司可能面临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无法出口销
售的风险，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导致的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具有偶发性 ，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全球疫苗
接种的逐步普及、国内相关产品的获批、相关行业政策的变化等因素均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增长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同时，报告期内，随着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相应逐步加大了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固定资产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分别由报告期初的３，６３０．９８万元 、２，６３２．５４万元增加至报告期末的１８，１４０．１２万
元 、１４，３５９．８７万元 。 截至报告期末的固定资产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产生的年折旧金额为１，６００－２，０００万
元。未来，如果公司的固定资产因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等原因而出现闲置或产能利用率有所
下降等情况，相关固定资产所产生的折旧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在我国生物试剂市场中，国际行业巨头市场占比高，公司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与国际先
进企业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的统计数据 ，２０２０年， 在我国分子类生物试剂市场中 ， 公司占有约
４．０％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五，国际先进企业赛默飞、凯杰、宝生物、ＢｉｏＲａｄ合计占据超过４０％的市场份
额，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技术水平方面 ，国际先进企业成立时间较早，已积累了数十年的行业经验，通过长时间的研
发投入与技术积累，在技术水平与产品线丰富程度上具备竞争优势，形成了优质的品牌形象。 公司
于２０１２年成立，成立时间较短，且企业规模较小、融资渠道单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为２４，０８３．４６万
元 ，远低于赛默飞的２，１３３，９７４．９９万元 、宝生物的７９，０７２．５６万元 ，在技术水平与产品线丰富程度上
仍有较大差距。

（三）公司短期内以分子诊断试剂上游原料与免疫诊断试剂终端产品作为发展重点，如果未来
决定将主营业务向分子诊断试剂终端产品拓展， 公司分子诊断试剂上游原料业务存在销售收入下
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既制备分子诊断试剂与免疫诊断试剂的上游原料酶、抗原、抗体，亦生产及销售
分子诊断试剂终端产品与免疫诊断试剂终端产品； 由于体外诊断试剂生产企业一般不会向在终端
产品领域存在竞争关系的原料生产企业采购原料，公司以分子诊断试剂上游原料（以酶为关键成分
的生物试剂）与免疫诊断试剂终端产品为主要产品，对应销售收入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１年１－６月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分子诊断领域
诊断试剂上游原料 ３５，５４７．２５ ７１，１０１．６５ ３，６４４．８８ １，９２１．３８
诊断试剂终端产品 １，２６８．７７ １，９２９．１５ － －

免疫诊断领域
诊断试剂上游原料 ２，２０９．７６ ５２３．５０ １８．１８ ６９．１０
诊断试剂终端产品 １６，２１２．９８ ５４，０９０．０５ ２，７８０．４０ ６５２．４６

诊断领域产品收入小计 ５５，２３８．７６ １２７，６４４．３５ ６，４４３．４６ ２，６４２．９４
其他产品收入 ２５，４８６．０６ ２８，２５５．７０ ２０，２７５．３４ １３，８２９．５１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８０，７２４．８２ １５５，９００．０５ ２６，７１８．８０ １６，４７２．４５
诊断领域产品收入占比 ６８．４３％ ８１．８８％ ２４．１２％ １６．０４％

短期内，公司将继续以分子诊断试剂上游原料与免疫诊断试剂终端产品作为发展重点，持续改
善产品性能并进一步丰富相应产品线。未来，公司将综合诊断试剂上游原料和终端产品的行业发展
情况、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公司的资金实力、品牌形象 、业务发展阶段、在研产品储备 、市场推广能力
等因素审慎评估将主营业务向分子诊断终端产品拓展对分子诊断上游原料业务可能产生的影响 ，
并决定是否进行相应的市场拓展。

如果公司未来决定将主营业务向分子诊断试剂终端产品拓展， 预计将对公司分子诊断试剂上
游原料业务造成较大的影响，公司分子诊断试剂上游原料的销售收入可能将迅速下降。如果公司相
关生物试剂、 分子诊断试剂终端产品的销售收入不达预期， 将可能会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

（四）与新冠疫情产品相关的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的存货由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构成，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２，９３６．７９

万元、５，４３６．２７万元、１４，０６７．３３万元及２６，３０７．８１万元，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２，８３４．５４万元、５，３４９．７１万
元、１３，２３７．０４万元及２５，０６５．１９万元。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公司储备了较多用于生产新冠检测试剂
盒的原材料，并生产了较多新冠检测试剂盒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好转 ，公司部分与新冠疫情产品相
关的存货已出现减值迹象，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１－６月分别确认资产减值损失４，９３３．１４万元、１，７９３．２６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期末 ，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１，２４２．６２万元 ，主要系由于新冠检测试剂盒及相关原
材料接近有效期而发生减值所致。

若未来疫情发展形势与公司预计差异较大 ，或因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的检测 、预防、治疗等方
法的推出使公司的相关存货因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无法产生预期效益， 将可能导致公司与新冠产
品相关的存货发生减值，进而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公司拟购买的红枫科技园Ｄ２栋楼无法取得产权证书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公司与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南京新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

房屋销售协议》，公司拟购买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造的红枫科技园Ｄ２栋楼 ，建筑面积
约２５，２０４平方米，单价暂定为６，０００元 ／ 平方米，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支付购房保证金３００万元。

根据上述《南京新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房屋销售协议 》，如因房屋建设手续或相关政策等客
观原因已明确房屋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书面通知发行人 ，双
方均有权解除该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 南京兴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尚未就上述房产取得房屋产权证
书，存在无法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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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２３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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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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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诺唯赞 ”，证券代码“６８８１０５”；本公司Ａ股股本为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其中３３，０５１，４３４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起上市交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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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５日
（三）股票简称：“诺唯赞”，扩位简称：“诺唯赞生物”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１０５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４，００１．００００万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３３，０５１，４３４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３６６，９５８，５６６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４，８１８，５７２股，其中华泰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获配股票数量为１，２００，３００股；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获配股票数量为３，６１８，２７２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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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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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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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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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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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４３９个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２，１３９，
９９４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８．６０％，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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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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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２条，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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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为２２０．０１亿元；２０２０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１５６，４４５．４３
万元；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２，５７９．４８万元、８２，１７２．５０万元 ， 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１，９０１．３５万元、８１，４１２．６０万元。 因此，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２．１．２条中规定的第一项上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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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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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称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Ｖａｚｙｍ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Ｃｏ．， Ｌｔｄ．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３６，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曹林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
住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Ｃ１－２栋东段１－６层
邮编 ２１００００
电话 ０２５－８５７７１１７９
传真 ０２５－８５７７１１７１

经营范围

生物试剂、酶制试剂研发、生产、销售 、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生化试剂
及耗材、机电设备、电子产品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所属行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Ｍ７３）

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围绕酶、抗原、抗体等功能性蛋白及高分子有机材料进行技
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的生物科技企业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ｖａｚｙｍｅ．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ｍ＠ｖａｚｙｍｅ．ｃｏｍ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黄金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负责人电话 ０２５－８５７７１１７９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诺唯赞投资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 ， 诺唯赞投资直接持有发行人

４４．９７４３％的股份；并担任博英维投资（直接持有发行人４．００７９％的股份 ）、唯赞投资（直接持有发行人
３．５４４１％的股份）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 因此，诺唯赞投资合计控制发行人５２．５２６３％的股
份表决权。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曹林、段颖，曹林和段颖为夫妻关系。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曹林直
接持有发行人５．９４１４％的股份 ，并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诺唯赞投资６６．２２４２％的股权 ，诺唯赞投资合
计控制发行人５２．５２６３％的股份表决权，据此 ，曹林控制发行人５８．４６７７％的股份表决权 ；段颖直接持
有发行人２．１５９２％的股份。 因此，曹林和段颖合计控制发行人６０．６２６９％的股份表决权。

为了强化对发行人的控制和管理 ，维持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 ，曹林、段颖与发行人股东张力军
（直接持有发行人０．７７１５％的股份）、唐波（直接持有发行人０．２８２０％的股份 ）、徐晓昱 （直接持有发行
人１．１７６１％的股份）、曹生标（直接持有发行人１．６２９１％的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书》，约定就发行人和诺唯赞投资的经营、管理、控制及相关所有事项 ，各方均应与曹林保持一致立
场及意见。 如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曹林有权向其他各方作出如何一致行动的明确指示 ，其他
各方应当按照曹林的指示行动。

综上，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诺唯赞投资，实际控制人为曹林和段颖。曹林、段颖合计控制发行人
６４．４８５６％的股份表决权。

１、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 南京诺唯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１９２ＭＡ１ＭＣ２０Ｆ２Ｘ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２７．４８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曹林

注册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３号科创基地２１２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市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曹林 ６８０．４４０１ ６６．２２４２％

徐晓昱 １３５．０９７８ １３．１４８５％

张力军 １３５．０９７８ １３．１４８５％

唐波 ７６．８４４３ ７．４７８９％

合计 １，０２７．４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２１年
１－６月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２０年度

总资产（元） １０，６８５，４１１．６８ １０，６８９，０５４．２０

净资产（元） １０，２３３，５６０．０６ １０，２３７，２０２．５８

净利润（元） －３，６４２．５２ －８，０７３．０２

审计情况 已经南京天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１）曹林

姓名 曹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３１０２５１９７９＊＊＊＊＊＊＊＊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曹林 ，１９７９年６月出生 ，男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
士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高级ＥＭＢＡ，荣获国家科技部 “创新创业人才推进计划”人才 、国家高层
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江苏省领军型新生代企业家、江苏省科技企业家等荣誉。 １９９８年９月
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 取得学士学位；２００２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就
读于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硕博连读），取得博士学位 ；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 ，历
任南京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 、副教授 ；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 ，任诺唯赞有限执行董事 、总经
理；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任诺唯赞有限董事长、总经理；２０２０年５月至今 ，任发行人董事长 、总经
理。

（２）段颖
姓名 段颖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６５０１０２１９７９＊＊＊＊＊＊＊＊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段颖，女，１９７９年８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硕士 。 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１０年 ，任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实验员；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６年 ，任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研究生
秘书；２０１６年至今，任发行人的总裁办助理。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一）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共有董事９名（其中独立董事３名）、监事３名（其中职工代表监

事１名）、高级管理人员６名、核心技术人员６名。
１、董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限

１ 曹林 董事长、总经理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２ 胡小梅 董事、副总经理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３ 张力军 董事、副总经理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４ 唐波 董事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５ 张蕾娣 董事 国寿成达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６ 陈淼 董事 华泰大健康一号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７ 蔡江南 独立董事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８ 夏宽云 独立董事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９ 董伟 独立董事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９．３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２、监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限

１ 张国洋 监事会主席 诺唯赞投资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２ 冯速 监事 曹林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３ 黄鹃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３、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１ 曹林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２ 胡小梅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３ 徐晓昱 副总经理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４ 张力军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５ 毕文新 财务总监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６ 黄金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２０．５．２８ － ２０２３．５．２７

４、核心技术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曹林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

２ 徐晓昱 发行人副总经理

３ 张力军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

４ 唐波 发行人董事，诺唯赞医疗执行董事、总经理

５ 聂俊伟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副总经理、研发总监

６ 冯速 发行人监事、基础科学研究院总经理

（二）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在发行后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如下：
１、直接持股

姓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公司职务 限售期限

曹林 ２，１３８．８９７１ ５．３４７１％ 董事长、总经理 ３６个月

徐晓昱 ４２３．４００６ １．０５８５％ 副总经理 ３６个月

张力军 ２７７．７５０３ ０．６９４４％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６个月

唐波 １０１．５０７９ ０．２５３８％ 董事 ３６个月

２、间接持股

姓名 直接持股的主体
直接持股主体持有发行

人的股数（万股）
间接持有公司的股

权比例（％）
公司职务

限售期
限

曹林

诺唯赞投资 １６，１９０．７３

２６．８０４８％ 董事长、总经理

３６
个月

徐晓昱 ５．３２１９％ 副总经理

张力军 ５．３２１９％ 董事、副总经理

唐波 ３．０２７１％ 董事

胡小梅

唯赞投资 １，２７５．８８

０．１６０３％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６
个月

张国洋 ０．０２３０％ 监事会主席

冯速 ０．１６０３％ 监事

黄鹃 ０．０２７３％ 职工代表监事

毕文新 ０．１８１７％ 财务总监

聂俊伟 ０．８９７７％ 核心技术人员

黄金 博英维投资 １，４４２．８３ ０．２２８８％ 董事会秘书 ３６
个月

陈淼
道兴投资 １０．１１

０．００３３％ 董事 １２
个月黄金 ０．００１１％ 董事会秘书

同时，曹林、张力军 、唐波 、徐晓昱、毕文新、胡小梅 、黄金 、冯速八人通过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
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发行人股票，具体情况见本节“八、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除上述已披露的持股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
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股票自上市之日起的锁定期 、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详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
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部分员工通过诺泰投资、唯赞投资 、博英维投资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１、诺泰投资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诺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１００ＭＡ１ＭＤＰＣＷ６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陆阳

注册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３号科创基地２１１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出资额 ８８２．３５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２）出资结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诺泰投资的出资结构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任职信息

１ 陆阳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３３４％ 普通合伙人 发行人工程部总监

２ 王冲 ２３７．６２７４ ２６．９３１２％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物医药事业部项目经理

３ 段颖 ２０６．６６４６ ２３．４２２１％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总裁办助理

４ 李国鹏 ７０．５８８０ ８．０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

５ 曾学明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６６６７％ 有限合伙人 －

６ 赵寻 ３５．２９４０ ４．０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

７ 梁石夫 ３５．２９４０ ４．０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

８ 王旺国 ３５．２９４０ ４．０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

９ 时亚斌 １６．９４１０ １．９２００％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总监

１０ 诺赞投资 ８．８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

１１ 颜丹 ６．００００ ０．６８００％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副总监

１２ 孙钰山 ５．８２３５ ０．６６００％ 有限合伙人 －

１３ 卢佩 ５．００００ ０．５６６７％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经理

１４ 郑芳园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经理

１５ 赖迪文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副总监

１６ 张晓颖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经理

１７ 史秀岚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经理

１８ 陈志钢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主管

１９ 余胜星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主管

２０ 王慧颖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１ 袁克难 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３３％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经理

２２ 刘来花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项目组长

２３ 周倩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物医药事业部经理

２４ 王翠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经理

２５ 王静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物医药事业部研发工程师

２６ 叶廷跃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项目经理

２７ 王丹凤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项目经理

２８ 张婷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经理

２９ 朱玉兰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经理

３０ 张静静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主管

３１ 赵思奇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２６７％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组长

３２ 张晓薇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２６７％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项目组长

３３ 翟梦奇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２６７％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组长

３４ 杨敏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２６７％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配置组长

３５ 杨燕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２６７％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主管

合计 ８８２．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诺泰投资自然人合伙人中 ，李国鹏 、曾学明、赵寻、梁石夫、王旺国 、孙钰山未在发行人处任职，
其背景及主要工作经历、入股原因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背景及主要工作经历 入股原因

１ 李国鹏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在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担任客户经理；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至今：自由职业。

李国鹏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林的朋友 ，入股诺
泰投资前曾为公司提供投资与发展方面的建
议，因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入股。

２ 曾学明

２００７年６月至今： 在深圳青铜器软件系统有限
公司担任咨询顾问；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今： 在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
司担任副董事长。

曾学明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林的朋友 ，入股诺
泰投资前曾为公司提供战略规划、管理咨询方
面的培训，因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入股。

３ 赵寻

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 在南京木格玩具有限公司担
任总经理；

２０２０年至今 ：在南京集庆大雅商贸有限公
司担任总经理。

赵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林的朋友 ，入股诺泰
投资前曾为公司提供企业战略管理方面的咨
询服务，因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入股。

４ 梁石夫 ２０１６年至今 ：在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梁石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林的朋友 ，因看好
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入股。

５ 王旺国 ２０１６年５月至今： 在上海货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投资经理。

王旺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林的朋友 ，入股诺
泰投资前曾为公司提供投资与发展方面的建
议，因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入股。

６ 孙钰山 ２０１５年至今：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孙钰山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林的朋友 ，入股诺
泰投资前曾为公司提供金融 、 财务方面的建
议，因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入股。

２、唯赞投资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唯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１００ＭＡ１ＭＤＰ６Ｒ７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 诺唯赞投资

注册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３号科创基地２１１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出资额 ７０２．２２３７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２）出资结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唯赞投资的出资结构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任职信息

１ 诺唯赞投资 ８．８２３５ １．２５６５％ 普通合伙人 －

２ 聂俊伟 １９７．６２７４ ２８．１４３１％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副总经理、研

发总监

３ 段颖 １２１．２５５４ １７．２６７３％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总裁办助理

４ 张小亦 ５８．０５０２ ８．２６６６％ 有限合伙人 －

５ 毕文新 ４０．００００ ５．６９６２％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财务总监

６ 胡小梅 ３５．２９３５ ５．０２６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

７ 冯速 ３５．２９３５ ５．０２６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监事、基础科学研究院总经理

８ 王皓光 ３５．２９３５ ５．０２６０％ 有限合伙人 唯赞商务经理

９ 程锋 ３５．２９３５ ５．０２６０％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总监

１０ 王佳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８１％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销售总监

１１ 高欢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８１％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经理

１２ 占景松 １１．７６４５ １．６７５３％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总监

１３ 郭昊 ５．２３５２ ０．７４５５％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总监

１４ 曹小彪 １１．０５８７ １．５７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物医药事业部总监

１５ 张国洋 ５．０５８７ ０．７２０４％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监事会主席 、人力资源部总监

１６ 沈凯 ５．００００ ０．７１２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财务部经理

１７ 王丹 ９．０５８７ １．２９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销售总监

１８ 赖冬梅 ９．０５８７ １．２９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总监

１９ 肖云晓 ８．７０５８ １．２３９７％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总监

２０ 陈利峰 ６．００００ ０．８５４４％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客户经理

２１ 黄鹃 ６．００００ ０．８５４４％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职工代表监事、流程ＩＴ部经理

２２ 王洋坤 ２．３５２９ ０．３３５１％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物医药事业部经理

２３ 苏黎明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经理

２４ 韩锦雄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总监

２５ 杨晨辰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经理

２６ 牛英波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诺唯赞医疗体外诊断事业部总监

２７ 王谱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技术支持

２８ 刘常坤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副总监

２９ 贡怡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基础科学研究院项目组长

３０ 朱婷婷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４８％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物医药事业部经理

合计 ７０２．２２３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唯赞投资自然人合伙人中，张小亦未在发行人处任职，其背景及主要工作经历、入股原因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背景及主要工作经历 入股原因

１ 张小亦 ２０１６年至今 ：在南京安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担
任副总经理。

张小亦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林的朋友 ，因看好
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入股。

３、博英维投资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博英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１００ＭＡ１ＭＤＰ８Ｅ３Ｌ
执行事务合伙人 诺唯赞投资

注册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３号科创基地２１１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认缴出资总额 ８８２．３５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２）出资结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博英维的出资结构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任职信息

１ 诺唯赞投资 ８．８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普通合伙人 －
２ 段颖 ８１２．５５９７ ９２．０９０４％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总裁办助理

３ 黄金 ５５．９６６８ ６．３４２９％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

４ 梁曼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生命科学事业部经理

５ 王栋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２６７％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国际业务部经理

合计 ８８２．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博英维投资的自然人合伙人均在发行人处任职。
唯赞投资和博英维投资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诺泰投资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诺泰投资、唯赞投资和博英维投资的合伙人主要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员工，不存在以非公开方

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或由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诺泰投资、 唯赞投资和博英维投资的合伙协议未约定员工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只能向
员工持股计划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不符合“闭环原则”。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限

（自上市之日
起）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１ 南京诺唯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６，１９０．７３０５ ４４．９７４３％ １６，１９０．７３０５ ４０．４７５８％ ３６个月

２
国寿成达（上海）健康
产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３，０９５．７９６０ ８．５９９４％ ３，０９５．７９６０ ７．７３９３％ １２个月

３ 杨奇 ２，１８０．３８９０ ６．０５６６％ ２，１８０．３８９０ ５．４５０８％ １２个月

４ 曹林 ２，１３８．８９７１ ５．９４１４％ ２，１３８．８９７１ ５．３４７１％ ３６个月

５ 深圳旦恩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９７．８８８３ ４．７１６４％ １，６９７．８８８３ ４．２４４６％ １２个月

６ 南京诺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６０３．１４７６ ４．４５３２％ １，６０３．１４７６ ４．００７８％ １２个月

７ 南京博英维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１，４４２．８３２８ ４．００７９％ １，４４２．８３２８ ３．６０７０％ ３６个月

８ 南京唯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２７５．８７５０ ３．５４４１％ １，２７５．８７５０ ３．１８９６％ ３６个月

９
珠海广发信德敖东医
药产业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１，０１７．３０７３ ２．８２５９％ １，０１７．３０７３ ２．５４３２％ １２个月

１０ 段颖 ７７７．３２４７ ２．１５９２％ ７７７．３２４７ １．９４３３％ ３６个月

１１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６３０．６７７４ １．７５１９％ ６３０．６７７４ １．５７６７％ １２个月

１２ 曹生标 ５８６．４８９９ １．６２９１％ ５８６．４８９９ １．４６６２％ ３６个月

１３ 杨可婧 ４６７．６９１９ １．２９９１％ ４６７．６９１９ １．１６９２％ １２个月

１４ 徐晓昱 ４２３．４００６ １．１７６１％ ４２３．４００６ １．０５８５％ ３６个月

１５ 贾支俊 ２９８．０９７０ ０．８２８０％ ２９８．０９７０ ０．７４５２％ １２个月

１６ 张力军 ２７７．７５０３ ０．７７１５％ ２７７．７５０３ ０．６９４４％ ３６个月

１７ 北京朗玛永祥投资管
理股份公司 ２７３．６０２１ ０．７６００％ ２７３．６０２１ ０．６８４０％ １２个月

１８ 周朋 ２７２．４９２２ ０．７５６９％ ２７２．４９２２ ０．６８１２％ １２个月

１９ 文向（厦门）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６１．８１８１ ０．７２７３％ ２６１．８１８１ ０．６５４５％ １２个月

２０
深圳市分享精准医疗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２１３．７５０８ ０．５９３８％ ２１３．７５０８ ０．５３４４％ １２个月

２１
珠海夏尔巴一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１７０．１８１３ ０．４７２７％ １７０．１８１３ ０．４２５４％ １２个月

２２ 南京高科科技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ＣＳ”） １６０．３１４８ ０．４４５３％ １６０．３１４８ ０．４００８％ １２个月

２３ 郑少玲 １５９．０３１２ ０．４４１８％ １５９．０３１２ ０．３９７６％ １２个月

２４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麦
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１０５．４５０９ ０．２９２９％ １０５．４５０９ ０．２６３６％ １２个月

２５ 唐波 １０１．５０７９ ０．２８２０％ １０１．５０７９ ０．２５３８％ ３６个月

２６ 王保全 ７７．２９２６ ０．２１４７％ ７７．２９２６ ０．１９３２％ １２个月

２７
南京华泰大健康二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４３．２１３０ ０．１２００％ ４３．２１３０ ０．１０８０％ １２个月

２８ 郭明 ２６．１８２３ ０．０７２７％ ２６．１８２３ ０．０６５５％ １２个月

２９ 新余高新区众优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２０．７５９５ ０．０５７７％ ２０．７５９５ ０．０５１９％ １２个月

３０ 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
心（普通合伙） １０．１０７９ ０．０２８１％ １０．１０７９ ０．０２５３％ １２个月

３１
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
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 － ３６１．８２７２ ０．９０４５％ １２个月

３２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 － １２０．０３００ ０．３００１％ ２４个月

３３ 网下限售股份 － － ２１３．９９９４ ０．５３５０％ ６个月

小计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６９５．８５６６ ９１．７３７３％ －

二、无限售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３，３０５．１４３４ ８．２６２７％ 无

小计 － － ３，３０５．１４３４ ８．２６２７％ 无

合计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５％以上的其他股东不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
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自上市之日起）

１ 南京诺唯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１６，１９０．７３０５ ４０．４７５８％ ３６个月

２ 国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０９５．７９６０ ７．７３９３％ １２个月

３ 杨奇 ２，１８０．３８９０ ５．４５０８％ １２个月

４ 曹林 ２，１３８．８９７１ ５．３４７１％ ３６个月

５ 深圳旦恩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６９７．８８８３ ４．２４４６％ １２个月

６ 南京诺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６０３．１４７６ ４．００７８％ １２个月

７ 南京博英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４４２．８３２８ ３．６０７０％ ３６个月

８ 南京唯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７５．８７５０ ３．１８９６％ ３６个月

９
珠海广发信德敖东医药产
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１，０１７．３０７３ ２．５４３２％ １２个月

１０ 段颖 ７７７．３２４７ １．９４３３％ ３６个月

合计 ３１，４２０．１８８３ ７８．５４８５％ －

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保荐机构控股股东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战

略配售股数为１，２００，３００股，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为３．００％。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
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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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创

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为华泰
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获配股份数量为
３，６１８，２７２股 ，获配金额为１９９，００４，９６０．００元 （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９９５，０２４．８０元，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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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五
制作 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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