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门

三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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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三门三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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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23 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 2020 年

第 9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276 号文核准同意。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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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精选层挂牌规

则（试行）》（股转系统公告〔2020〕63 号，以下简称“《精选层挂牌规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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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系统公告〔2020〕65 号，以下简称“《管理细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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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精选层挂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试行）》（股转系统公告〔2020〕140 号，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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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协发〔2020〕69 号，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

范》”）等有关规则，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联席主

承销商”，国融证券和兴业证券以下合称“主承销商”）对三门三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

准、配售资格、禁止性情形等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基本情况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1 名，为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1、基本信息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核查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文件，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

企业（普通合伙）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2MA2HH3B669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台州乾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江南） 

成立日期 2020 年 6 月 24 日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中心大道 1088 号 A6-5 

合伙期限 2020 年 6 月 24 日至 2025 年 6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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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核查了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

及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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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为合法存续的合伙企业。 

2、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经主承销商核查，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为普通合伙企

业，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比例 

1 朱春晓 550 18.33% 550 22.92% 

2 林日鹏 400 13.33% 100 4.17% 

3 阮一萍 300 10.00% 0 0.00% 

4 裘莲霞 300 10.00% 300 12.50% 

5 刘建国 200 6.67% 200 8.33% 

6 贺咸红 200 6.67% 200 8.33% 



7 台州乾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00 6.67% 200 8.33% 

8 王海莹 200 6.67% 200 8.33% 

9 金定土 150 5.00% 150 6.25% 

10 郭海贵 100 3.33% 100 4.17% 

11 章正大 100 3.33% 100 4.17% 

12 章正旭 100 3.33% 100 4.17% 

13 叶希莲 100 3.33% 100 4.17% 

14 吴元长 100 3.33% 100 4.17% 

合计 3,000.00 100.00% 2,400.00 100.00% 

3、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与三友科技

不存在关联关系；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

关系。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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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销商核查了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提供的银行账户

余额，账户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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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出具的承诺，

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

自有资金。 

5、与本次发行的相关承诺函 

根据《管理细则》、《承销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

伙企业（普通合伙）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本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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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根据承诺金

额 2400 万认购发行人股票； 



2、本企业同意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持有期限为 6 个月，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

的股票； 

3、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本企业的投资范围和投资领

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企业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本企业提供的与本次战略配售相关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

全面、有效、合法； 

5、本企业为本次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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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企业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本企业自有资金，且符合该

资金的投资方向； 

7、本企业承诺不参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 

8、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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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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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作为条件引入本企业的情形； 

10、不存在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发行人认购本企业、本企业管理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形； 

11、不存在发行人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本企业存在

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2、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股票不存在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直接或

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亦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本企业、发行人或承销商存在

不当行为或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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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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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业务规范》，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将按照承诺

金额 2,400.00 万元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具体股票数量根据询价确定

的发行价格为基础计算，但不超过本次发行规模 1,430.00 万股的 20%，即 286.00

万股。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最终认购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

定。 

3、配售条件 

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不参加本

次发行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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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股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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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具有良好市场声誉和影响力、且具有较

强资金实力的合伙企业，且本次战略配售对战略投资者参与规模、配售条件和限

售期限进行了约定。主承销商认为，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管理

细则》、《承销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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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 

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为普通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为

2,400.00 万元，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四条

的规定： 

“投资者申请参与精选层股票发行和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三）申请权限开通前 10 个交易日，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

产日均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不含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且具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投资者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

购，应当符合本条前款规定。”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止情形

核查 

《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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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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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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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承销业务规

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台州乾和家居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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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止性情

形。 

  



（此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门

三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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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门

三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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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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