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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上乘合伙 1,159.3636 0.57% 1,159.3636 0.50% 12个月
天汇嘉诚基金 1,091.5909 0.54% 1,091.5909 0.47% 12个月
钛晟股权投资 1,025.5909 0.51% 1,025.5909 0.44% 12个月
金石智娱投资 981.0000 0.48% 981.0000 0.42% 12个月
国科瑞华基金 891.8182 0.44% 891.8182 0.38% 12个月
深圳嘉婧合伙 891.8182 0.44% 891.8182 0.38% 12个月
天创汇鑫投资 891.8182 0.44% 891.8182 0.38% 12个月
昆山高新有限（SS） 891.8182 0.44% 891.8182 0.38% 12个月
中冀瑞驰合伙 891.8182 0.44% 891.8182 0.38% 12个月
晨山创投基金 445.9091 0.22% 445.9091 0.19% 12个月
交控金石基金 445.9091 0.22% 445.9091 0.19% 12个月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 - 276.3957 0.12% 12个月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合 - - 287.4516 0.12% 12个月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 - 204.5328 0.09% 12个月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552.7915 0.24% 12个月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 276.3957 0.12% 12个月
山西晟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2,211.1663 0.95% 12个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 - 202.7777 0.09% 12个月
阿 布 达 比 投 资 局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 - 1,666.6666 0.72% 12个月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 276.3957 0.12% 12个月
重庆两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 552.7915 0.24% 12个月
天津海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276.3957 0.12% 12个月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276.3957 0.12% 12个月

济南乾行二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 - 273.6318 0.12% 12个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 - 600.0000 0.26% 24个月
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887.2305 0.38% 12个月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1,218.4019 0.52% 6个月

小计 202,433.8091 100.00% 212,473.2298 91.41%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 19,960.5793 8.59% -
小计 - - 19,960.5793 8.59% -

合计 202,433.8091 100.00% 232,433.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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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中科曙光（CS） 64,990.0000 27.96% 36个月
2 海富天鼎合伙 25,119.4546 10.81% 36个月
3 成都产投有限（SS） 16,760.0000 7.21% 36个月
4 蓝海轻舟合伙 14,148.6364 6.09% 36个月
5 成都高投有限（SS） 13,760.0000 5.92% 36个月
6 宁波大乘合伙 10,000.0000 4.30% 12个月
7 成都集萃有限（SS） 9,000.0000 3.87% 36个月
8 国科控股有限（SS） 6,150.0000 2.65% 12个月
9 混沌投资有限 4,459.0909 1.92% 12个月
10 中科图灵投资 3,567.2726 1.53% 12个月
合计 167,954.4545 72.26% -

七、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30,000.0000 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2.91%，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 232,433.8091万股。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股数为 8,821.0188 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9.40%。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
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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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情况
2022年 7月 8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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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 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主体
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认购数量
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

售最终获配股票数量约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96%，即获配股数为 887.2305 万
股，获配金额为 320,999,994.90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3、专项资管计划具体情况
具体名称：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2年 7月 11日；
备案证明：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经备案的产品编码为

SVV419；
募集资金规模：32,100.00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该资管计划的每个对象均与公司或其并表子公司签署现行有效的劳动

合同。 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姓
名、职位、认购金额与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所在公司 职务
实 际 缴
纳 金 额
（万元）

资 管 计
划 持 有
比例

是 否 为
发 行 人
高 级 管
理人员

是否为发
行人核心
员工

1 应志伟 海光信息 副总经理 500 1.56% 是 是
2 冯浩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3 涂海波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290 0.90% 否 是
4 陈善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50 0.47% 否 是
5 白兆伟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260 0.81% 否 是
6 顾海华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7 杨文成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30 0.40% 否 是
8 HUANGHAO 海光微电子 部门总经理 570 1.78% 否 是
9 黄河 海光微电子 部门经理 200 0.62% 否 是
10 姚涛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1 于亚轩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2 陈静 海光微电子 部门副经理 100 0.31% 否 是
13 冉亮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240 0.75% 否 是
14 林江 海光微电子 部门经理 100 0.31% 否 是
15 崔泽汉 海光微电子 部门副经理 100 0.31% 否 是
16 薛大庆 海光微电子 部门经理 110 0.34% 否 是
17 张克松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8 张俊建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300 0.93% 否 是
19 冯俊飞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20 孙成国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60 0.50% 否 是
21 康梦博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22 YULEI 海光微电子 部门经理 240 0.75% 否 是
23 赖庆宽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30 0.40% 否 是
24 潘于 海光集成 副总经理 100 0.31% 是 是
25 赫昆迎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10 0.34% 否 是
26 王超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27 胡萍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50 0.47% 否 是
28 张伟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29 陈庆 海光集成 部门副经理 230 0.72% 否 是
30 梅程强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210 0.65% 否 是
31 鄢传钦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250 0.78% 否 是
32 白皓田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50 0.47% 否 是
33 张文清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60 0.50% 否 是
34 徐剑波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35 周鹏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300 0.93% 否 是
36 张勇明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60 0.50% 否 是
37 宋韦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270 0.84% 否 是
38 徐祥俊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10 0.34% 否 是
39 宋新亮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40 谭龙生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41 冯晓华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000 3.12% 否 是
42 郭淼涛 海光信息 部门经理 300 0.93% 否 是
43 林耀坤 海光微电子 部门经理 470 1.46% 否 是
44 桂晓峰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40 0.44% 否 是
45 金又峥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46 徐宏思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40 0.44% 否 是
47 辅俊海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48 夏飞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10 0.34% 否 是
49 张淼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50 陆毅 海光微电子 部门经理 150 0.47% 否 是
51 李成 海光微电子 部门经理 100 0.31% 否 是
52 陆洋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10 0.34% 否 是
53 王加扣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54 唐志德 海光集成 部门总经理 300 0.93% 否 是
55 史谨璠 海光集成 产品营销经理 100 0.31% 否 是
56 王建龙 海光集成 部门副总经理 340 1.06% 否 是
57 钟坚 海光集成 部门副经理 210 0.65% 否 是
58 邹婷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59 刘新春 海光集成 副总经理 500 1.56% 是 是

60 杨晓君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700 2.18% 否 是

61 李书通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62 程鹏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50 0.47% 否 是

63 林少芳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330 1.03% 否 是

64 孙瑛琪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50 0.47% 否 是

65 韩亚男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210 0.65% 否 是

66 张攀勇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350 1.09% 否 是

67 李功波 海光信息 部门副经理 100 0.31% 否 是

68 何治萍 海光集成 部门副经理 140 0.44% 否 是

69 樊青松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70 蔡云龙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71 陈玉龙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00 0.31% 否 是

72 倪亚路 海光信息 部门副经理 240 0.75% 否 是

73 丛日本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220 0.69% 否 是

74 张鸿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75 马莉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240 0.75% 否 是

76 聂延举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77 陈立勤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300 0.93% 否 是

78 杨尽歌 海光集成 证券事务高级
经理 260 0.81% 否 是

79 于龙洋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60 0.50% 否 是

80 李薇 海光信息 审计经理 350 1.09% 否 是

81 周立丽 海光信息 部门经理 390 1.21% 否 是

82 刘芳 海光信息 部门副经理 200 0.62% 否 是

83 余海栗 海光信息 部门经理 360 1.12% 否 是

84 彭锋媛 海光信息 招聘高级经理 150 0.47% 否 是

85 卢彦伊 海光集成 区域人力经理 110 0.34% 否 是

86 李伦 海光集成 培训经理 280 0.87% 否 是

87 温孝龙 海光集成 招聘经理 100 0.31% 否 是

88 胡守志 海光集成 招聘经理 100 0.31% 否 是

89 姜雪风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80 0.56% 否 是

90 LIANGHONG
CHANG 海光集成 部门总经理 260 0.81% 否 是

91 WONGYUQI
ANCEDRIC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92 晋大师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260 0.81% 否 是

93 郭杰辰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80 0.56% 否 是

94 于跃忠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230 0.72% 否 是

95 王万丰 海光集成 部门副经理 110 0.34% 否 是

96 李渊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80 0.56% 否 是

97 林茵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230 0.72% 否 是

98 周静贤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99 叶文峰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60 0.50% 否 是

100 李风雷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50 0.47% 否 是

101 刘小勇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02 杜华斌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00 0.31% 否 是

103 卢洋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04 石玉龙 海光集成 部门副经理 280 0.87% 否 是

105 李重阳 海光信息 部门经理 120 0.37% 否 是

106 王磊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07 姚水音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08 侯晓宇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60 0.50% 否 是

109 李凤岳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10 刘晓宇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300 0.93% 否 是

111 王淼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340 1.06% 否 是

112 杨捷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113 刘晓飞 海光集成 部门总经理 120 0.37% 否 是

114 刘军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90 0.59% 否 是

115 ZHANGXI-
AOQIANG 海光集成 部门总经理 210 0.65% 否 是

116 张静 海光集成 部门副总经理 110 0.34% 否 是

117 张克功 海光信息 部门经理 300 0.93% 否 是

118 刘屿路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270 0.84% 否 是

119 郑臣明 海光信息 部门经理 400 1.25% 否 是

120 张旭 海光信息 技术工程师 190 0.59% 否 是

121 邓飞元 海光信息 技术工程师 260 0.81% 否 是

122 刘越 海光集成 销售经理 100 0.31% 否 是

123 赵晓明 海光集成 部门经理 120 0.37% 否 是

124 柳敬 海光集成 销售经理 400 1.25% 否 是
125 钟渊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26 杨光林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27 施望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200 0.62% 否 是
128 王颖 海光信息 副总经理 670 2.09% 是 是
129 王斌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30 王培羽 海光集成 研发工程师 100 0.31% 否 是
131 杜树安 海光信息 部门副经理 100 0.31% 否 是
132 吴瑞 海光集成 部门副经理 150 0.47% 否 是
133 逯永广 海光信息 研发工程师 130 0.40% 否 是
134 柳胜杰 海光信息 部门副经理 360 1.12% 否 是
135 刘勇江 海光集成 部门副经理 140 0.44% 否 是
136 程永波 海光微电子 部门副经理 130 0.40% 否 是
137 熊竞 海光微电子 研发工程师 120 0.37% 否 是
138 孟宪棠 海光信息 董事长 600 1.87% 否 是
139 沙超群 海光信息 董事、总经理 1050 3.27% 是 是

140 徐文超 海光信息
董事 、 副总经
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1000 3.12% 是 是

141 吴宗友 海光信息 职工监事 2500 7.79% 否 是

合计 32100 100.00% - -

注：1、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本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可以全部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
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海光集成全称为成都海光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海光微电子全称为成都
海光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上两家公司均为发行人的并表子公司。

（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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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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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400,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12年 4月 1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 200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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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持有 100%的股权

2、认购数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00%，
即 600.00万股，获配金额为 21,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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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的情况
本次发行的其他战略投资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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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共计
73,337,883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4.45%，获配金额共计2,653,364,606.94元
（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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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3,801 2.56% 276,616,836.00 1,383,084.18 277,999,920.18

1-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
合 2,874,516 0.96% 103,482,576.00 517,412.88 103,999,988.88

1-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
组合 2,045,328 0.68% 73,631,808.00 368,159.04 73,999,967.04

2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527,915 1.84% 199,004,940.00 995,024.70 199,999,964.70

3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4 山西晟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111,663 7.37% 796,019,868.00 3,980,099.34 799,999,967.34

5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027,777 0.68% 72,999,972.00 364,999.86 73,364,971.86

6 阿布达比投资局（Abu�Dhabi�
Investment�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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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6,666 5.56% 599,999,976.00 2,999,999.88 602,999,975.88

7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8 重庆两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527,915 1.84% 199,004,940.00 995,024.70 199,999,964.70

9 天津海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0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1 济南乾行二号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2,736,318 0.91% 98,507,448.00 492,537.24 98,999,985.24

其他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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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上市之日起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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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万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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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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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8 倍（每股收益按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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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5.23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0.11 元（按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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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6.88 元（按照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

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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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00.00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立信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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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8月 9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12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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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07 万元（不含增值税金额）。

根据“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12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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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06
审计、验资及评估费 1,452.36
律师费 641.51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62.26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315.88
合计 21,721.07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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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278.93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132,097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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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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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1.0188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9.4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317.9000 万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5936873%，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6,275.9233 万股， 放弃认购数量为
41.9767 万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861.0812 万股，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14,861.0812万股，无放弃认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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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67
万股。

第五节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对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2020年度和 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
公司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22]第 ZG10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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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
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
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1年 12月 31 日，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

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发展情况较好，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客户结构稳定，主要供应商合作情况良好，不存
在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研发投入、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
断的重大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2022年上半年财务数据审阅情况
1、会计师事务所的审阅意见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立信会计师对公司 2022

年 6月 30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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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2]第 ZG12237号《审阅报告》，发表意见如下：“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
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上述中期财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 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海光信息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财务状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个月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合
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上述《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及其附录中披露。
2、公司的专项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公司 2022年 1-6月未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专项声明， 保证该等财务报表所载资
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已对公司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专项声明，保证该等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3、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变动分析
公司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但已经审阅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变动
资产总计 1,109,244.64 1,045,735.22 6.07%
负债总计 401,429.62 419,586.62 -4.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7,815.02 626,148.60 13.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01,415.95 540,569.69 11.26%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109,244.64 万元，负债 401,429.62 万
元，所有者权益 707,815.0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01,415.95 万元，与
2021年末相比，负债有小幅度下降，所有者权益有所上升。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252,973.16 57,137.13 342.75%
营业利润 68,369.50 -9,709.44 -
利润总额 68,469.64 -9,682.65 -
净利润 68,410.43 -9,666.77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590.28 -4,171.68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590.40 -6,774.91 -

2022 年 1-6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973.16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342.75%，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海光系列芯片量产出货，更好地满足不同客
户的产品需求；市场需求旺盛，销售情况良好；前期在手订单得到正常执行，使得
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同比由亏损转为盈利状态。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同比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639.69 -13,281.61 -

2022年 1-6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5,639.69 万元，较
上年同期相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较大， 主要原因系 2022 年 1-6 月公
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原材料供应相对紧张，购买商品、员工薪酬等现金流
出较多，同比增加 106,111.11万元；另外 1*项目已执行完毕，依据项目任务书约
定退回结余资金 23,001.79万元。

（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48.3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86.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8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2.70
小计 5,472.98
所得税影响额 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73.11
合计 3,999.88

2022年 1-6月，公司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净额为 3,999.88万元，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个税手续费返还等。 非经常性损益不改变
公司盈亏性质。

（三）2022年 1-9月业绩预计情况
2022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预计约为 36.70 亿元至 40.80 亿元，同比增长

170%至 20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为 6.10 亿元至 7.00 亿元，同比
增长 392%至 4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为
5.60亿元至 6.40亿元，同比增长 591%至 690%。

2022年 1-9月，海光系列芯片生产稳定，出货量稳步增长，很好地满足不同
客户的产品需求；市场需求旺盛，销售情况良好；前期在手订单得到顺利执行。上
述原因使得公司预计 2022年 1-9月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因营业收入快速增
长而得到较大增长。

上述 2022年 1-9月业绩预计情况为公司初步预计情况，未经会计师审计或
审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对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祥支行 77120078801200001698、
77120078801900001699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8110701013602360206、
8110701011702359995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 122907184010508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证券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

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
作准则》等法规的规定，由项目组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由内核会议
进行了集体评审，认为发行人具备《证券法》、《科创板首发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发行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成长性，法人治理结构健全，
经营运作规范；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经营业绩优良，发展前景良好；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发行人的经营发展战略，能够产生良好
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推动发行人持续稳定发展。 因此，本保荐人同意对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予以保荐。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 010-60836948
传真 010-60836960
保荐代表人 黄新炎、彭捷
项目协办人 白宇
项目其他经办人 李艳梅、陈力、侯理想、李江昊、张书语、卢伟鹏

三、为公司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黄新炎，男，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信息传媒组董

事总经理。最近三年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完成了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IPO 项目、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项目。

彭捷，女，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信息传媒组执行
总经理。最近三年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完成了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IPO 项目、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项目、瀛通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债项目和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承诺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

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1、持有公司 5.00%以上股份的股东中科曙光、海富天鼎合伙、成都产投有

限、成都高投有限、成都集萃有限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 本企业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企业 /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 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 /本公司所持首发前股份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企业 /本公司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
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企业 /本公司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 2
年内，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0%，每年剩余
未减持股份数量不累计到第二年。但是，（1）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本企业 /本公
司不减持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①公司或者本企业 /本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违
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
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个月的；②本企业 /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 个月的；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2） 出现如下情形之一
时，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企业 / 本公
司不减持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①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②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本企业 /本公司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满后， 本企业 / 本公司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以
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并由公司及时公告。 本企业 /
本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15个交易日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
2 年内，本企业 / 本公司将在减持前 4 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公告。

本企业 / 本公司减持首发前股份时，（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时，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2）采取大宗交易
方式时，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3）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 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并导致本企业 /本公司不再具有上市公司大股
东身份，本企业 /本公司将在减持后的 6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第（1）项的规定并
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适用前述（1）、（2）项时，本企业 / 本公司与一致行动
人（如有）合并计算减持数量。

若本企业 /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
企业 /本公司未将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上缴公司， 则本企业 / 本公司当年度
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企业 / 本公
司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本企业 /本公司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持有公司 5.00%以上股份的
股东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承诺函系本企业 /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自签署之日起即生效。
2、员工持股平台蓝海轻舟合伙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 本企业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 / 本公司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企业 /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本企业 /本公司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将认真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
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
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首发前股份。

(下转 C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