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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及主承销的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创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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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已于 2020年 6月 30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330号）。

本次发行拟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开通新三板精选层交

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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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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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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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安信证

券对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配售资格及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三十

五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安信证券进行的相关核查结

果，安信证券特就本次战略配售事宜的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参与规模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战略配售协议，发

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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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筛选的原则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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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人股票，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

10名。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的、符

合战略配售条件的公募基金
6个月

2
杭州浙民投丰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者价值的

机构投资者
6个月

3
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者价值的

机构投资者
6个月

（二）战略投资者的参与规模

本次发行共有 3名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各投资者拟参与规模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承诺认购金额（万元）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 6个月

2 杭州浙民投丰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6个月

3 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 6个月

本次发行拟公开发行股票 1,2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60

万股（战略投资者获配股数上限），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3.33%，符合《管理细

则》第三十条对于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10名、战略投资获得配售的股

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规定。

（三）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相关战略配售协议，战略投资者

不参加本次发行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



4

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金额。

（四）限售期限

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选层

挂牌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24515X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裴长江

注册资本 5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04-13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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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信息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蒙特利尔银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自持股比

例为 27.775%，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6.675%，不存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募集核准
2020 年 5 月 2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022 号

批复准予注册

基金备案
2020 年 6 月 1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书面确认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 6月 15日

基金主代码 009693

http://114.80.154.45/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68427EA39269BA83E4F5BE7A31FE7814&name=%E8%A3%B4%E9%95%BF%E6%B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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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单位：人民币元） 1,485,961,209.9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以一年为一个封闭期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实际控制人

根据富国基金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富国

基金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蒙特利尔银行 27.7750%

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7750%

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7.7750%

4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6.6750%

合计 10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蒙特利尔银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自持股比

例为 27.775%，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6.675%，富国基金不

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属于具备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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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金管理公

司，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关于

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富国基金管理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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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

及《承销业务规范》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富国基金以其管理的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该基金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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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公开募集，其资金来

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6）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富国基金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承诺

根据《管理细则》、《承销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富国基金就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微创光电

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微创光电股票；

（二）提供的所有证件、资料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并且保证资金来

源合法；

（三）旗下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使用合法募集的

资金参与微创光电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战略配售，是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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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微创光电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

发行价格认购微创光电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五）符合战略配售资格，获得配售后，将严格恪守限售期相关规定，限售

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个月，将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

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六）战略配售限售期届满后，对获配股份的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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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光电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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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要求发行人承诺在战略配售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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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未要求发行人或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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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未与主承销商就承销费用分成、介绍本投资者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

配售等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参与此次战略配售；

（十二）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

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三）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四）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输送不正当利益

的行为；

（十五）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要求的其他条件；

（十六）如违反本函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成

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2、杭州浙民投丰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浙民投丰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MA27Y8XL
6J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耿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07-19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 9号 24幢 1楼 048室

经营期限 2016-07-19至长期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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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信息 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出资持有

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编号
P1070156

私募基金管理 2019-09-05

http://api.map.baidu.com/geocoder?&address=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9号24幢1楼048室&outp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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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登记时间

（2）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浙民投六度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JN549

成立时间 2020-01-23

备案时间 2020-02-05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杭州浙民投丰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运作状态 正在运行

（3）实际控制人

根据浙民投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浙江民

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民投 100%的股权，浙民投目前无实际控制

人。

（4）战略配售资格

杭州浙民投丰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7月 19日，为依法设立并

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其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于 2019

年 9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属于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

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

相关规定。

浙民投以其管理的浙民投六度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

基金已于 2020年 2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浙民投承诺函

该基金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微创光电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战略配售，是本次

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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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该基金目前的投资人是西藏浙岩投资管理有限公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904171314107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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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浙民投的股东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根据浙民投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浙民投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以及浙民投出具的《承诺函》，浙民投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及《承销业

务规范》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浙民投以其管理的浙民投六度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根

据浙民投出具的承诺函及资金规模证明文件，浙民投六度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微创光电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战略配售，资金来源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6）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浙民投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承诺

根据《管理细则》、《承销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浙民投就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微创光电

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微创光电股票；

（二）提供的所有证件、资料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并且保证资金来

源合法；

（三）浙民投六度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微创光电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战略配售，是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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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参与战略配售的私募基金产品及其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或备案。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微创光电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

发行价格认购微创光电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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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符合战略配售资格，获得配售后，将严格恪守限售期相关规定，限售

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个月，将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

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七）战略配售限售期届满后，对获配股份的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八）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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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光电控制权；

（十）未要求发行人承诺在战略配售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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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未要求发行人或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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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未与主承销商就承销费用分成、介绍本投资者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

配售等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参与此次战略配售；

（十三）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

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四）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五）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输送不正当利益

的行为；

（十六）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要求的其他条件；

（十七）如违反本函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成

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3、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MA53PN9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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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
法定代表人 朱为绎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09-06

注册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6号南海 39度空间艺术创意社区 6号楼一

层 101号之三（住所申报,集群登记）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基金、非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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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信息 朱为绎持股 20%，冯翰熙持股 80%，冯翰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广东华拓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朱为

绎持有广东华拓 20%的股份，冯翰熙持有广东华拓 80%的股份，冯翰熙为广东

华拓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 9月 6日，为依法设立

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属于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的机

构投资者，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

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广东华拓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配配售，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及《承

销业务规范》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东华拓出具的承诺函及资金规模证明文件，广东华拓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广东华拓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承诺

根据《管理细则》、《承销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广东华拓就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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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微创光电

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微创光电股票；

（二）提供的所有证件、资料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并且保证资金来

源合法；

（三）使用自有资金参与微创光电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战略配售，是本次战

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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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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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四）参与战略配售的私募基金产品及其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或备案。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微创光电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

发行价格认购微创光电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符合战略配售资格，获得配售后，将严格恪守限售期相关规定，限售

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个月，将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

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七）战略配售限售期届满后，对获配股份的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八）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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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光电控制权；

（十）未要求发行人承诺在战略配售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本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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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未要求发行人或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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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未与主承销商就承销费用分成、介绍本投资者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

配售等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参与此次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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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

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四）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五）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输送不正当利益

的行为；

（十六）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要求的其他条件；

（十七）如违反本函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成

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二）战略配售协议的签署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签署了《武汉微

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附条

件生效的战略配售协议》，约定了承诺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限售期限、

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

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三）合规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为

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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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投资者，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

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

定。

富国基金以其管理的富国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该基金是以公开方式募集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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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

合同》，该基金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及《承销业务规范》关于对战略投

资者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浙民投以其管理的浙民投六度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

基金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于 2020年 2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根据浙民投出具的承诺函，该基金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微创光电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战略配售，是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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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该基金目

前的投资人是西藏浙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民投的股东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对战略

投资者选取标准及《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及《承销业务规范》关于对战略投资

者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根据广东华拓出具的承诺函，广东华拓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本

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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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

及《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及《承销业务规范》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配售资格的相

关规定。

三、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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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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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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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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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阅发行人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及已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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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四、保荐机构对于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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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资格的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安信证券向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止情

形核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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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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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