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2/9/29

星期四

A17

Disclosure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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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 或“主承销商” ）作为上

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瑞科技”或“公司”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

范》（以下简称 “《承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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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

针对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核查报

告。

一、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1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灿

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

具体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议案，决定召开股东大会并将该等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1年2月22日，发行人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逐项表决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议案。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2年4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发布

《科创板上市委2022年第31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2022年第31次会议已经审议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首

发）。

2022年7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50号），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四）发行人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相关事项的审批

发行人分别于2022年7月18日和2022年9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相关议案，同意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参与公司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拟认购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即1,927,680股。

二、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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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主承销商根据确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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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合称为“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或分别称为“灿瑞1号”“灿瑞2号” ）、上海市北高

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高新” ）。 前述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

三部分的内容。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

1、中证投资已同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约定中证投资将依据《承销指引》第十八条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中证投资预计跟投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5%，即963,840股，具体比例和金

额将在T-2日确定发行价格确定。

2、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已同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本次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合计

拟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3.00%，即578,304股，同时不超过2,840.60万元（含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3、市北高新已同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拟认购金额不超过2,000.00万元（含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拟认购金额上限（含

经纪配售佣金，万元）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10,000.00

2

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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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00

3

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45.60

4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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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合计 14,860.60

注：上表中“拟认购金额上限” 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

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发行价格并向下

取整。

本次共有4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927,680股（认购

股票数量上限），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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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承销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为：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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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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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为中证投资、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市北高新。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书面核查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中证

投资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4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4月1日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户

营业期限自 2012年4月1日 营业期限至 不限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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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张佑君（董事长）、张东骏、方浩

监事：牛学坤

总经理：方浩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证

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

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

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中证投资为合

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证投资已经办理了2021年度年报公示手续，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经营状态为“存续” 。

（2）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100%的股权，中信

证券系中证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承销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的规定，中证投资作为保荐

机构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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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自2017年起将其自

营投资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由中证投资全面承担，中证投资的合规与风险管理纳

入了母公司中信证券统一体系。 另经核查，2018年1月17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

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已加入中国证券

业协会成为会员，接受协会自律管理。

（4）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前，中证投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中证投资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证

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中证投资出

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6）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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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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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投资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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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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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资产管理计划共2个，分别是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德恒01F20221163-01号

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的委托，作为其主承销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灿瑞科技”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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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承销指

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对发行人及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基

础上，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特别声明如下：

1.�本法律意见仅依据相关各方向本所提供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扫描文件

及相关人员的证言出具。 本所律师已得到相关各方主体的保证，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证言，该等材料或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该等文件中的签字和

印章均真实有效。

2.�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并不

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专业技术、商业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 对于出具本

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相关方出具的证明

文件及证言。

3.�本法律意见描述或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相关方提供给本所律师的受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 本所律师并不调查和认

证文件所包含任何事实性陈述和保证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

本所同意主承销商引用本法律意见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配售数量

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5,783.0174万股， 本次拟申请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

927.68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7,710.6974万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约

为25.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92.7680万股（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核查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签署的认购协议，拟参与发行

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为：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拟认购金额上限（含

经纪配售佣金，万元）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10,000.00

2

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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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00

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45.60

3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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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合计 14,840.60

注：上表中“拟认购金额上限” 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

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发行价格并向下

取整。

战略投资者数量不超过10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其中资管计划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超过10%，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第

十八条和《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

（一）战略投资者的情况

1.�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9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

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证投资成立于2012年4月1日，截至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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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证投资的股权结构及跟投资格

根据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

中证投资100%的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8年1月17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

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经核查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中证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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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控股股东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100%的股

权。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

（四）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中证投资提供的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

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

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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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中证投资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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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获配股

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1）董事会决议

根据发行人于2022年7月18日和2022年9月7日作出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第七次会

议决议，发行人审议通过了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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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计划获配的股份数

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0%。

（2）基本情况

①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

产品名称：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2年7月26日

募集资金规模：1,695.00万元

认购资金金额：1,695.00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姓名、职务及份额持有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劳动合同所

在公司

职务

实际缴纳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持有比例

人员类型

1 余辉 灿瑞科技 董事、总经理 620.00 36.58% 高级管理人员

2 罗杰 灿瑞科技

董事、副总经理、研发

总监

280.00 16.52% 高级管理人员

3 沈美聪 灿瑞科技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210.00 12.39% 高级管理人员

4 王坚奎 灿瑞科技 研发经理 150.00 8.85% 核心员工

5 刘俊 灿瑞科技 研发工程师 120.00 7.08% 核心员工

6 班福奎 灿瑞科技 研发经理 105.00 6.19% 核心员工

7 吴玉江 灿瑞科技 监事、研发经理 105.00 6.19% 核心员工

8 陆莉 灿瑞科技 行政人事经理 105.00 6.19% 核心员工

合计 1,695.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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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全部募集资金可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

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佣金。

②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

产品名称：中信证券灿瑞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2年7月26日

募集资金规模：1,432.00万元

认购资金金额：1,145.60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管理人：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姓名、职务及份额持有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劳动合同所在公

司

职务

实际缴纳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

有比例

人员类型

1 宋烜纲 灿瑞科技 财务总监 40.00 2.79% 高级管理人员

2 杨棒 灿瑞科技 研发主管 77.00 5.38% 核心员工

3 郎伟 灿瑞科技 产品总监 60.00 4.19% 核心员工

4 凡东东 灿瑞科技 研发工程师 55.00 3.84% 核心员工

5 余昊俊 灿瑞科技 验证经理 50.00 3.49% 核心员工

6 王永春 灿瑞科技 研发副经理 50.00 3.49% 核心员工

7 牛志伟 灿瑞科技 研发工程师 50.00 3.49% 核心员工

8 冯树 灿瑞科技 研发主管 45.00 3.14% 核心员工

9 李德第 灿瑞科技 研发工程师 40.00 2.79% 核心员工

10 王利 灿瑞科技 研发工程师 40.00 2.79% 核心员工

11 叶英 灿瑞科技 研发工程师 40.00 2.79% 核心员工

12 周伟 灿瑞科技 销售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13 潘昉晟 灿瑞科技 工程运营副总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14 李典侑 灿瑞科技 产品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15 田楠 灿瑞科技 研发工程师 40.00 2.79% 核心员工

16 岑晨 灿瑞科技 研发主管 40.00 2.79% 核心员工

17 陈娟 灿瑞科技 财务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18 马洪亮 灿瑞科技 工程主管 40.00 2.79% 核心员工

19 马涛 灿瑞科技 产品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20 彭军 灿瑞科技 监事、市场总监 40.00 2.79% 核心员工

21 宋鋆鋆 灿瑞科技 工程运营总监 40.00 2.79% 核心员工

22 陶利 灿瑞科技 运营主管 40.00 2.79% 核心员工

23 王晓东 灿瑞科技 产品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24 杨连宏 灿瑞科技 测试主管 40.00 2.79% 核心员工

25 周建平 灿瑞科技 工程主管 40.00 2.79% 核心员工

26 朱文卿 灿瑞科技 研发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27 孙科 恒拓电子 工程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28 李刚 灿集电子 测试工程师 60.00 4.19% 核心员工

29 陈鹏 灿集电子 生产经理 60.00 4.19% 核心员工

30 李伟 灿集电子 工艺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31 温大彬 灿鼎微电子 销售经理 45.00 3.14% 核心员工

32 陈晓花 灿鼎微电子 行政管理部经理 40.00 2.79% 核心员工

合计 1,432.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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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为混合型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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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后，实际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80%，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3：恒拓电子、灿集电子、灿鼎微电子的公司全称分别对应为浙江恒拓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灿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灿鼎微电子有限公司，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份额持有人的劳动关系

根据经发行人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的高级管理

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工。 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各部门中层及以上的管

理人员及业务骨干；2）综合考虑岗位重要性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贡献，表现突出的优秀员

工；3）研发部门的核心员工；4）已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员工。

经核查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各份额持有人的用工合同，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

其余40名份额持有人均与发行人或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之间签署了劳动合同。 以上40名份

额持有人均在发行人或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中任职，且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

员工，具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备案情况

2022年7月28日，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均已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并取得《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经备案的产品编码分别为

STY291、STY290，管理人均为中信证券。

（5）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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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能够

独立决定资产管理计划在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灿瑞

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6）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有关“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作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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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参与发行

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

（7）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资管计划合同约定、各认购对象签

署的承诺函并经核查，参与人员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

（8）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的获配股票限售期

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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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市北高新

（1）基本情况

经核查市北高新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市北高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072255050

法定代表人 罗岚

注册资本 187,330.4804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 1993年11月10日至长期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088弄2号1008室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展服务（主办、承办除外），建

筑规划方案咨询；物业管理；建筑装饰材料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不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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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经核查，市北高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604.SH），根据公开

信息，截至2022年6月30日，市北高新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694,465,512 37.07

2 市北集团－海通证券－20市北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150,000,000 8.01

3 市北高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5,245,547 0.81

4

VANGUARD�TOTAL�INTERNATIONAL�STOCK�INDEX�

FUND

7,357,725 0.39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352,043 0.39

6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

FUND

5,596,869 0.30

7 周永山 4,779,501 0.26

8 饶张义 2,913,600 0.16

9 陈秀国 2,788,560 0.15

1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2,759,300 0.15

合计 893,258,657 47.69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公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市北高新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市北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市北高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604.SH），公司主要运营的

市北高新园区是上海市静安区“一轴三带” 发展战略的重要承载区。 深耕云计算、大数据产

业多年，园区已成为上海首批在线新经济特色产业园、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以及数字化转

型示范区。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4亿元，净利润1.15亿元。截止2021年年末，公司

总资产为21.16亿元，净资产为8.45亿元。 因此，市北高新属大型企业。

根据市北高新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研发平台

建设、产业资源整合以及政府资源及综合服务支持等方面。 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1）研发平台建设：市北高新运营的市北高新园区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承载区和产

城融合的重要载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聚集土地、资本、产业、技术、人才等众多要素。 近年

来公司在产业载体开发与运营方面秉持着“科创市北、智慧产业、智能建筑” 的经营理念，

集中打造了一批符合未来园区科创产业发展导向的空间载体。 发行人目前的办公场所即坐

落在市北高新园区内。 未来市北高新股份将继续依托园区大量的优质空间载体，为发行人

在智能传感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提供载体保障。 市北高新也

与发行人签署了购房意向书，提供更多优质的办公楼宇，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多个募投

项目实施场地，协助企业完成研发平台建设，助力发行人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保障企业持

续快速成长。

2）产业资源整合：市北高新主要运营的市北高新园区是静安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

国际数字之都的核心承载区。 园区以“云、数、智、链” 为特色，围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5G+8K超高清视频等重点领域实现快速发展，已逐步形成数智产业的集群及生

态优势。 发行人所从事的芯片产业，是实现数据采集、智能感知的核心硬件，是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市北高新股份将充分利用相关产业资源的集群及生态优

势，关注与发行人相关的产业上下游技术资源，协助发行人推动产业资源整合，积极帮助寻

找优质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产业一体化协同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

3）政府资源及综合服务支持：市北高新股份是静安区国资委控股的企业。 经过多年的

发展，市北高新股份已经形成了政策、产业、人才、品质、功能、生态等全方位的综合服务能

力。 凭借着市北高新园区在土地资源、人才引进、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及

服务能力，市北高新股份能为发行人的经营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及载体服务赋能。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

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市北高新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核查，市北高新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市北高新2021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和2022年半年度报告，市北高新的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 同时，根据市北高新出具的承诺，其用于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市北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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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市北高新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

（一）战略配售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者为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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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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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

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

1.�中证投资

经核查，中证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

中证投资出具《关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

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以下简称“《中证投资承诺函》” ），承诺中证投资以自有资金

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用途；中证投资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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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投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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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不通过

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中证投资承诺不会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

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承诺不参

与网下询价，承诺按照最终发行价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股票。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证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承销指引》第七条、第十五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

件相关规定。

2.�灿瑞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经核查，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代

表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中信证券作为资管计划管理人出具《关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 承诺中信证券接受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委托设立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资管计划各

份额持有人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代表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持有本

次战略配售的股票，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公告披露外的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资管计划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自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员工的自有资金，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符合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灿瑞科技1

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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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

股票；承诺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不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初步询价和累积投标询价， 承诺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股

票。

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均出具《关于

参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承诺》，承

诺其委托中信证券设立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其均为本

次配售的最终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持有该计划份

额的情形，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承诺其通过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

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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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作为

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和《承销指引》第七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

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3.�市北高新

经核查，市北高新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市北高新出具《关于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

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 承诺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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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以自有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且该等资金投资

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承诺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

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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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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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承诺不通过任何

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市北高新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和《承销

指引》第七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三、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已出具《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之承诺函》（以下简称“《发行人承诺函》” ）。

根据《发行人承诺函》和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战略配售

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第（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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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本次

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第（二）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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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本次

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第（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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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第（四）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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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第（五）项“除本

指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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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

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中证投资、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

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计划、市北高新战略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

止性情形。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

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中证投资、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

号员工资管计划、市北高新作为战略配售对象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

十条和《承销指引》第七条、第十五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相关规定，具备战略配售

资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中证投资、灿瑞科技1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灿瑞科技2号员工资管

计划、市北高新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丽

承办律师：杨昕炜

承办律师：陈璟依

2022年9月21日

(下转A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