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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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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敬

１

，

５４９．５７８５ ２３．２４ ３６

个月

２

顺为

５０．００００

９．６４

１２

个月

５９２．５５００

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之日（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

３

年且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３

天津金米

５９２．５５００ ８．８９ １２

个月

４

石头时代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１２

个月

５

丁迪

３９５．００８５ ５．９３ １２

个月

６

高榕

３３６．８５５０ ５．０５ １２

个月

７

启明

２９２．５０２５ ４．３９ １２

个月

８

毛国华

２４５．９３３５ ３．６９ １２

个月

９

吴震

１５８．９５８５ ２．３８ １２

个月

１０

无锡沃达

８５．９７１０ １．２９ １２

个月

（三）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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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本次发行仅引

入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

资者，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保荐机构安排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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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比例为

３％

且总金额不超过

１

亿

元，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６．８８４０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２．２１％

。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股数的差额

１３．１１６０

万回拨至网下发行。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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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２７１．１２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市盈率：

５８．７６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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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净率：

３．３１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４．６１

元（按照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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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８１．８２

元（按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的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

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１

，

８６６．６８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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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２０

）第

０１０８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７

日止，公司完成了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的公开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７１．１２

元，

股款以人民币现金缴足，计人民币

４５１

，

８６６．６８

万元，扣除不含增值税承销及保

荐费用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３６

，

８１２．６８

万元。

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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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

０５４．００

万元。 根据“普华永道

中天验字（

２０２０

）第

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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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费

１８８．６８

承销费

１２

，

９５７．４１

审计和验资费

７８９．００

律师费

４８０．００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４６６．９８

发行上市手续费等费用

１７１．９３

合计

１５

，

０５４．００

注：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４３６

，

８１２．６８

万元

十一、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

１６

，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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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本公司的财务报表，

包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止六个月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普华永道中

天审字（

２０１９

）第

１１０４４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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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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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报告》（普华永道中

天阅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０６２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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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

信息及经营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９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３７９

，

５０８－４１７

，

４５９

万元，

同比增长约

２４．３８％－３６．８２％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７０

，

１６９－

８２

，

３７２

万元，同比增长约

１２８．１３％－１６７．８０％

；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８

，

８２５－７９

，

１８６

万元，同比增长约

５０．２５％－７２．８６％

。上

述

２０１９

年全年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且不构

成盈利预测。

预计

２０１９

年全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营业收入随销售规模扩大保持

稳步增长。

２０１９

年全年公司预计归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１２８．１３％－

１６７．８０％

，预计扣非归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５０．２５％－７２．８６％

，主要原因为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同时毛利较高的自有品牌产品占比进一步上升，导致全年

毛利增加较大， 此外

２０１８

年全年公司在非经常性损益中确认股份支付约

１．６０

亿元，

２０１９

年无股份支付产生。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情况、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

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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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跟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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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

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

１１０９１２０７５５１０５０４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宝盛里支行

１１００６２２４９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００８６

３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９２７２８３

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８１１０７０１０１２９０１８４８１３３

二、其他事项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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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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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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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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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召开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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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石头科技首次在科创板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中信

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有关规定对

发行人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

通后，认为石头科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在科创板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并上市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发行人

持续发展，发挥规模效应，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石头科技本

次发行并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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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１２３

保荐代表人：

姓名：王彬

电话：

０１０－ ６０８３ ３９５６

Ｅｍａｉｌ

：

ｗａｎｇｂｉｎ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姓名：曾春

电话：

０１０－ ６０８３ ３７６５

Ｅｍａｉｌ

：

ｚｅｎｇｃｈｕｎ＠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联系人：

曾春

电话：

０１０－ ６０８３ ３７６５

Ｅｍａｉｌ

：

ｚｅｎｇｃｈｕｎ＠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三、为公司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中信证券为石头科技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彬、曾春，具体

情况如下：

王彬，男，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资格。 曾主持或参与过小米集团港股

ＩＰＯ

与

ＣＤＲ

申报、华扬联众

ＩＰＯ

、博通集成

ＩＰＯ

、朗新科技

ＩＰＯ

、桑德环境配股、

航天科技配股、建发股份配股、航天电子配股、中色股份配股、厦门中骏熊猫

债、禹州集团熊猫债、中航高科重大资产重组、东北制药非公开、哈药集团重大

资产重组等众多项目。

曾春，男，保荐代表人，曾先后负责或参与了天津长荣股份

ＩＰＯ

、上海唯赛

勃

ＩＰＯ

、广东西电

ＩＰＯ

、宝丰能源

ＩＰＯ

、万顺股份重大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资

产、中储股份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圣方科技恢复上市、广州冷机股权转让、天津

中环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维丝股权激励、武昌鱼重大资产重组、众生药

业收购八达制药、 华胜天成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３６０

借壳江南嘉捷收购方财务

顾问、航天发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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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昌敬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

和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

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转让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减

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 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

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司

所有，本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履

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

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２

、其他股东承诺

发行人股东顺为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发行人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含后续因公司转

增股本原因新增部分），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在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

２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发行人

５

，

９２５

，

５００

股股份，自增资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且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在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顺为以外的发行人其他股东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

１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如中国证监会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

限安排有进一步规定， 上述股东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对上述锁定期安排

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３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持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自石头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石头科技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石头科技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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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本人承诺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有关规定。以上承诺为不可

撤销之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影响履行。

４

、发行人监事承诺

发行人监事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自石头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持有的首

次发行上市石头科技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石头科

技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持有的股份。 同时本

人承诺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有关规定。

５

、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和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石头科技股份； 自所持首次发

行上市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不得

超过上市时所持石头科技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减持比例可以累

积使用。

本人同时将遵守法律法规、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二）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昌敬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本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 应当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

排，保证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在三十六个月限售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

减持石头科技股份，减持股份的条件、方式、价格及期限如下：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

将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

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持有的石头科

技股票。 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可作出减持股份的决定。

（

２

）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方式

减持所持有的石头科技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的相关减持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减持所持有的石头科技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石头科技

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石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

４

）减持股份的期限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所持有的石头科技股份前，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提前

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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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

准。

２

、发行人持股

５％

以上股东承诺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除控股股东外，顺为持有公司

１２．８５％

股份，天

津金米持有公司

１１．８５％

股份， 石头时代持有公司

１０．００％

股份， 丁迪持有公司

７．９０％

股份，高榕持有公司

６．７４％

股份，启明持有公司

５．８５％

股份。

（

１

）天津金米、顺为、石头时代、高榕、启明承诺

天津金米、顺为、石头时代、高榕、启明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１

） 本公司

／

合伙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 将认真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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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３

）减持方式：本公司

／

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等；

４

）本公司

／

合伙企业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 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

予以公告，如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５

）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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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丁迪承诺

丁迪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１

）本人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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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３

）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 协议转让方式

等；

４

）本人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

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如

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５

）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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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１

、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本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如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 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

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及相关主体将采

取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公司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其他

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五

个工作日内制订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

和外部审批

／

备案程序（如需）后实施，且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

告。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应

将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

完毕后，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则本公司、控股

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

诺履行相关义务。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若稳定股价方

案终止的条件未能实现， 则公司董事会制定的稳定股价方案即刻自动重新生

效，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继

续履行稳定股价措施；或者公司董事会即刻提出并实施新的稳定股价方案，直

至稳定股价方案终止的条件实现。

（

１

）公司回购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本公司将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

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

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后及时公告董事

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股份回购预案需经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相关监管部门审批或备案以后实施（如需）。

本公司全体董事（独立董事除外）承诺，在本公司就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召

开的董事会上，对公司承诺的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昌敬承诺，在本公司就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公

司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昌敬将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单次增持股份

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增持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

的股份，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

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将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

份， 连续十二个月内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不低于其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税

后收入的

２０％

，不高于其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５０％

，增持计划完成后

的六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

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对于公司未来新聘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将在其

作出承诺履行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

承诺要求后，方可聘任。

（

４

）稳定股价方案的终止情形

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

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

执行：

１

）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

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

整）；

２

）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３

）公司及相关主体用于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达到本预案规定的上

限。

（

５

）未履行稳定股价方案的约束措施

若公司董事会制订的稳定股价方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如

昌敬先生未能履行稳定股价的承诺， 则公司有权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九十个自然日届满后对昌敬先生的现金分红予以扣留，直至其履行增持义务。

若公司董事会制订的稳定股价方案涉及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如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稳定

股价的承诺， 则公司有权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届满后对

其从公司领取的收入予以扣留，直至其履行增持义务。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昌敬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如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及相关主体将采取

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公司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票；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其他证

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五个

工作日内制订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

外部审批

／

备案程序（如需）后实施，且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 公司应将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

毕后，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则本公司、控股股

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诺

履行相关义务。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若稳定股价方案

终止的条件未能实现，则公司董事会制定的稳定股价方案即刻自动重新生效，

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继续

履行稳定股价措施；或者公司董事会即刻提出并实施新的稳定股价方案，直至

稳定股价方案终止的条件实现。

（

１

）公司回购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公司将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

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单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

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后及时公告董

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股份回购预案需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报相关监管部门审批或备案以后实施 （如

需）。

公司实际控制人昌敬承诺， 在公司就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召开的股东大会

上，对公司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昌敬将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

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单次

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增持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将不出

售所增持的股份，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

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

３

）稳定股价方案的终止情形

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

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

执行：

１

）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

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

整）；

２

）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３

）公司及相关主体用于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达到本预案规定的上

限。

（

４

）未履行稳定股价方案的约束措施

若公司董事会制订的稳定股价方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如

昌敬先生未能履行稳定股价的承诺， 则公司有权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九十个自然日届满后对昌敬先生的现金分红予以扣留，直至其履行增持义务。

３

、发行人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如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及相关主体将采取

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公司回购公司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票；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其他证

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五个

工作日内制订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

外部审批

／

备案程序（如需）后实施，且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 公司应将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

毕后，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则本公司、控股股

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诺

履行相关义务。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若稳定股价方案

终止的条件未能实现，则公司董事会制定的稳定股价方案即刻自动重新生效，

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继续

履行稳定股价措施；或者公司董事会即刻提出并实施新的稳定股价方案，直至

稳定股价方案终止的条件实现。

（

１

）公司回购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公司将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

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单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

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后及时公告董

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股份回购预案需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报相关监管部门审批或备案以后实施 （如

需）。

公司全体董事（独立董事除外）承诺，在本公司就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召开

的董事会上，对公司承诺的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安排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将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

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社会公众股

份， 连续十二个月内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不低于其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税

后收入的

２０％

，不高于其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

５０％

，增持计划完成后

的六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

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对于公司未来新聘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将在其

作出承诺履行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

承诺要求后，方可聘任。

（

３

）稳定股价方案的终止情形

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内，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

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 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

执行：

１

）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

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

整）；

２

）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３

）公司及相关主体用于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达到本预案规定的上

限。

（

４

）未履行稳定股价方案的约束措施

若公司董事会制订的稳定股价方案涉及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如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稳定

股价的承诺， 则公司有权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之日起九十个自然日届满后对

其从公司领取的收入予以扣留，直至其履行增持义务。

发行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作出如下承诺：

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达到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后三年稳定股价的预案》规定的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后，遵守公司

董事会作出的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根据该具体实施方案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增持公司股票或董事会作出的其他稳定股价的具体实施措施， 该具体

实施方案涉及股东大会表决的， 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需在股

东大会表决时投赞成票。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昌敬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若本次公开发行被监管机构认定为构成欺诈发行，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昌敬先生承诺在监管机构指定的期间内从投资者手中购回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并对前述购回义务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赔偿损失承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１

、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回购价格

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昌敬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本人承诺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承诺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对判断公

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 本人将确保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并提议召开股东大

会，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回购价格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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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按照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及本人将启动赔偿投资者

损失的相关工作。投资者损失根据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依据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４

、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承诺

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承诺如下：

中信证券承诺因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中信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中信证券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５

、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承诺如下：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所过错致使上述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作为中国境内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及执业律师， 本所及本所律师与发行人

的关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及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聘用协

议所约束。 本承诺函所述本所承担责任的证据审查、过错认定、因果关系及相

关程序等均适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有效的相关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

解释的规定。如果投资者依据本承诺函起诉本所，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由被告

所在地或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交易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确定。

６

、发行人审计机构承诺

发行人审计机构承诺如下：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７

、发行人评估机构承诺

发行人评估机构承诺如下：

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五、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１

、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就未能兑现承诺时的约束措施作出如下承诺与确认：

（

１

）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对公司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

３

）不得批准未履行承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动离职申请，但

可以进行职务变更；

（

４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就未能兑现承诺时的约束措施作出如下承

诺与确认：

（

１

）如果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人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如果因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承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果

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履行

完毕前述赔偿责任之前不得转让，同时发行人有权扣减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红

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未能兑现承诺时的约束措施作出如下

承诺与确认：

（

１

）本人若未能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本人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的，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本人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停止领取薪酬，同时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不得转让，直至本人履行完成相关承诺

事项。

（

３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向公司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六、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

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

定等事项作出了承诺， 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了进一步的补救措施

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责任主体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及时

有效。

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就本次发行上市作出的相关承诺及未能履行相

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已经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签署， 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内容符合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相关承诺主体

提出的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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