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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好医疗”、“发行人”或

“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申请文件已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

会 2021 年第 17 次审议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113 号文批复同意。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8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管理细

则（试行）》（以下简称“《承销管理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

“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

承销业务规范》（以下简称“《业务规范》”）等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锦好医疗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按要求对锦好医疗本次发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报

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共9名，认购主体共9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认购主体名称 简称 

1 
青岛晨融鼎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晨融鼎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晨融 

2 惠州市宇光电子工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宇光电子工贸有限公司 惠州宇光 

3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投资 

4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鼎锋明道 

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 

6 
嘉兴金长川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嘉兴金长川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嘉兴金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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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金科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金科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金科 

8 
羿桥国际电子商务（深圳）有限

公司  

羿桥国际电子商务（深圳）有限

公司  
羿桥国际 

9 郑州阳田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阳田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阳田 

（一）青岛晨融鼎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青岛晨融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

议》、《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青岛晨融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青岛晨融鼎合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3MA94UP295N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1 年 9 月 8 日 

执行事务

合伙人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经济开发区长江路 17 号上品广场 1 号楼 2 层青年创业中心
B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晨融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有限合伙人 常国斌 28.57 

2 有限合伙人 王秀春 17.14 

3 有限合伙人 王彬 14.29 

4 有限合伙人 孙德全 14.29 

5 有限合伙人 潘文硕 14.29 

6 有限合伙人 杨文华 5.71 

7 执行事务合伙人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71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青岛晨融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和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青岛晨融的备案编码为：SST623。青岛晨融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根据备案证明所示，该基金已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暂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协

会备案。 

https://www.qcc.com/pl/prd327df95336369431ccf63dc047a8b.html
https://www.qcc.com/pl/pr286c48dd267691e0b82ef74f39b3ae.html
https://www.qcc.com/pl/prcc03118cb337a788cfbd437a778a43.html
https://www.qcc.com/pl/pra181b3cc259dbf6a0afe397db41fc9.html
https://www.qcc.com/pl/pre2379628377c9671725e3a6ddc6a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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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岛晨融的管理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青岛晨融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该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该基金管理人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系中国基金业协会合规登记备案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33008）。 

3、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青岛晨融与中信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青岛晨融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青岛晨融系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

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5、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青岛晨融就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机构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机构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机构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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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机构公司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机构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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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机构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机构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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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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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机构； 

⑦本机构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机构及本机

构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机构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机构存在关联关系

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⑩本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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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惠州市宇光电子工贸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惠州宇光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等文件，惠州宇光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惠州市宇光电子工贸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0736176498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2 年 03 月 04 日 

法定代表人 梁百权 

注册地址 惠州市河南岸大石湖演达一路华阳大厦 17 楼 A 号和 B 号（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 

加工、销售：电子产品、五金工具、办公用品、包装材料。（加工另设分支机

构）（不含商场、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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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宇光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自然人股东 梁百权 10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惠州宇光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惠州宇光系自然人以自有资金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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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惠州宇光与中信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惠州宇光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惠州宇光系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

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4、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惠州宇光就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公司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②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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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公司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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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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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公司； 

⑦本公司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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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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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获

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三）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

司章程》等文件，中信建投投资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P0G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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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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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信建投投资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法人股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中信建投投资系其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2、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系中信建投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

投资持有发行人3.92%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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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中信建投投资系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

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4、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中信建投投资就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公司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②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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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公司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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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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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公司； 

⑦本公司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

利益输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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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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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获

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四）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宁波鼎锋明道提供的《营业执照》、《合

伙协议》等文件，宁波鼎锋明道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206309062349W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4 年 7 月 9 日 

执行事务

合伙人 
深圳鼎锋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L0186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宁波鼎锋明道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鼎锋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90 

2 有限合伙人 陈明磊 13.62 

3 有限合伙人 熊赓超 2.38 

4 有限合伙人 李建建 1.81 

5 有限合伙人 刘峰 1.25 

6 有限合伙人 陈咏梅 0.03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宁波鼎锋明道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等。宁波鼎锋明道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编号为：P1006501。 

2、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宁波鼎锋明道与中信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宁波鼎

锋明道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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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宁波鼎锋明道系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

委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4、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宁波鼎锋明道就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机构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机构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机构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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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机构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机构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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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机构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机构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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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机构； 

⑦本机构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机构及本机

构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机构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机构存在关联关系

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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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本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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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江海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等文件，江海证券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075630766XX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 赵洪波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

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自有房屋租赁。 

江海证券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法人股东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江海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江海证券系其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2、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江海证券与中信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江海证券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江海证券系使用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

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4、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江海证券就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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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公司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②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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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公司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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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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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公司； 

⑦本公司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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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获

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六）嘉兴金长川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嘉兴金长川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

协议》、《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嘉兴金长川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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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嘉兴金长川贰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402MA2JE4J14G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0 年 8 月 12 日 

执行事务

合伙人 
北京金长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59 室-18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嘉兴金长川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有限合伙人 金杭杰 82.13  

2 有限合伙人 潘瑞海 5.33  

3 有限合伙人 张伦辉 4.00  

4 有限合伙人 曾红英 2.93  

5 有限合伙人 陈茂莉 2.67  

6 有限合伙人 包琴 2.67  

7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金长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27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嘉兴金长川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嘉兴金长川的备案编码为：SQZ965。嘉兴金长川

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根据备案证明所示，该基金

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暂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

求在协会备案。 

2、嘉兴金长川的管理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嘉兴金长川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该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北京金长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该基金管理人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11 日，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规登记备

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16515）。 

3、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嘉兴金长川与中信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嘉兴金长

川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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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嘉兴金长川系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

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5、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嘉兴金长川就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机构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机构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机构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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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机构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 本机构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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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机构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机构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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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机构； 

⑦本机构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机构及本机

构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机构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机构存在关联关系

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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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本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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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北京金科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北京金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

议》、《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北京金科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金科基础设施产业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 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115MA01XL2WX4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27 日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北京金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 6 号院 1 号楼 16 层 1601 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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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金科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有限合伙人 北京金控资本有限公司 49.00 

2 有限合伙人 
北京市大兴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 
48.00 

3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金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 

4 有限合伙人 北商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北京金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和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北京金科的备案编码为：SNN853。北京金

科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根据备案证明所示，该基

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暂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要求在协会备案。 

2、北京金科的管理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北京金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该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北京金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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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北京金财”），该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合规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70636）。 

3、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金财100%股

权并持有中信建投34.61%股份，因此北京金科与中信建投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此

外，中信建投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持有发行人3.92%股份；除前述情形外，北

京金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北京金科系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

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5、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北京金科就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机构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机构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机构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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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机构公司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机构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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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机构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机构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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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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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本机构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机构及本机

构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机构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机构存在关联关系

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机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

利益输送的行为； 

⑩本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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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桥国际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羿桥国际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等文件，羿桥国际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羿桥国际电子商务（深

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6XXK7P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5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 武秋成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社区稼先路 2000 号有所为大厦 901-03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管理咨询；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

器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零售；鞋帽批发；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

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灯具销售；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家具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

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

产品零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

塑料制品销售；门窗销售。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羿桥国际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自然人股东 武秋成 80.00 

2 自然人股东 杨恒 2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羿桥国际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羿桥国际系其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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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羿桥国际与中信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羿桥国际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羿桥国际系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

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4、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羿桥国际就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公司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②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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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公司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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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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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公司； 

⑦本公司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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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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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获

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九）郑州阳田商贸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郑州阳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等文件，郑州阳田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 业 名

称 

郑州阳田商贸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0103075412149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3 年 7 月 25 日 

法 定 代

表人 
常冬梅 

注 册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 109 号 5 号楼 

经 营 范

围 

销售：日用百货、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五金交电、文体用品、汽车饰品、

家用电器、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 

郑州阳田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别 名称 持股比例（%） 

1 自然人股东 刘志伟 60.00 

2 自然人股东 常冬梅 4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郑州阳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郑州阳田系其自然人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2、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郑州阳田与中信建投不存在关联关系，郑州阳田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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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郑州阳田系使用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

托他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情形。 

4、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承销管理细则》、《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郑州阳田就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本公司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

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前述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的本

次获配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 

②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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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公司为本次获配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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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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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本公司； 

⑦本公司未要求且发行人未承诺其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⑧发行人未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⑨本公司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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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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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获

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参与对象 

上述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或战略配售对象管理人均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并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无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

略投资者安排。 

2、参与规模 

根据《业务规范》，青岛晨融、惠州宇光、中信建投投资、宁波鼎锋明道、

江海证券、嘉兴金长川、北京金科、羿桥国际、郑州阳田将按照确定金额认购发

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中一定金额的股票，具体股票数量及金额根据确定后

的发行价格为基础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本次战略配售金额

（元） 

本次战略配售数量

（股） 

1 
青岛晨融鼎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603,182.40  571,618  

2 惠州市宇光电子工贸有限公司   8,499,993.60  505,952  

3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2.40  357,143  

4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700,062.40  160,718  

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699,995.20  160,714  

6 
嘉兴金长川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699,995.20  160,714  

7 
北京金科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19,996.00  138,095  

8 弈桥国际电子商务（深圳）有限公司     999,986.40  59,523  

9 郑州阳田商贸有限公司     999,986.40  59,523  

合计 36,523,200.00 2,174,000 

青岛晨融、惠州宇光、中信建投投资、宁波鼎锋明道、江海证券、嘉兴金长

川、北京金科、羿桥国际、郑州阳田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合计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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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数量1,087.00万股（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

的20%，即不超过217.40万股。如上述股份数量上限合计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的20%，将由发行人与战略配售机构协商确定各自认购股份数量。  

3、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青岛晨融、惠州宇光、中信建投投资、宁波鼎锋明道、

江海证券、嘉兴金长川、北京金科、羿桥国际、郑州阳田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

议，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4、限售期限  

本次战略配售对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股票公开

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6个月。  

（二）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由具有良好市场声誉和影响力、较强资金

实力的投资机构、私募基金或法人主体组成，且本次战略配售对战略投资者参与

规模、配售条件和限售期限进行约定。 

主承销商认为，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承销管理细则》、

《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青岛晨融、惠州宇光、中信建投投资、宁波鼎锋

明道、江海证券、嘉兴金长川、北京金科、羿桥国际、郑州阳田参与本次发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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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承销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  

“第三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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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股价将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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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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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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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

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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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以公开方式募集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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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经核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管理细则》

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核查结论  

综上，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二）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承销管理细则》、

《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青岛晨融、惠州宇光、中信建投投资、宁波鼎锋

明道、江海证券、嘉兴金长川、北京金科、羿桥国际、郑州阳田符合本次发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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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

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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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

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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