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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电站辅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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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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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贵公司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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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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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网下投资者参与全国

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相关业务规则适用的通知》（中证协发

〔2020〕3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北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作为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常辅股份”、“发行人”或“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按法规要求对常辅股份本次发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及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的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发行股份数量 435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10.62%（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东北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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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4,162.2224 万股，本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12.01%（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设定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的 16.09%，约占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4.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战略配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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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向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进行战略配售。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金额（万

元）
限售期安排

1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精选层

挂牌之日起 6 个月

2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50.00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精选层

挂牌之日起 6 个月

合计 850.00 -

1、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南汇智”）为本次发行的战略

投资者。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91320412MA1NLFXB5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扬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03-21

主要经营场所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湖路特 1-3 号

营业期限自 2017-03-21 营业期限至 2067-03-20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它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服务业务；参与设立

创业投资与创业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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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南汇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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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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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实际控制人

武南汇智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比例（%） 说明

1
江苏武进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进高新投）
100,000,000.00 100.00 控股股东

合计 100,000,000.00 100.00 -

武进高新投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比例（%） 说明

1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规费征收中心
2,700,000,000.00 90.00% 控股股东

2
常州市武进区国有（集

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300,000,000.00 10.00% -

合计 3,000,000,000.00 100.00 -

经核查，武南汇智实际控制人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费征收中心。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武南汇智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和《承销业务规范》第三章的相关

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武南汇智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武南汇智与发行人、主承销

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主承销商核查了武南汇智提供的2019年度及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

武南汇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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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南汇智出具的承诺，武南汇智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2、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富启瑞”）为本次发

行的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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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914403000883342158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天泽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委派代表：张忠新）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18 日

主要经营场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41 楼 12-14 单元

营业期限自 2014 年 2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经

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吉富启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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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富启瑞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09591。

（2）实际控制人

吉富启瑞的认缴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比例（%） 说明

1
天泽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泽吉富）
99,000,000.00 99.00 普通合伙人

2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富创投）
1,000,000.00 1.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0,000.00 100.00 -

天泽吉富的控股股东为吉富创投，吉富创投的控股股东为董正青先生。

经核查，吉富启瑞实际控制人为董正青先生。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吉富启瑞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和《承销业务规范》第三章的相关

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吉富启瑞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吉富启瑞与发行人、主承销

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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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主承销商核查了吉富启瑞提供的2019年度及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财务报表，

吉富启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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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富启瑞出具的承诺，吉富启瑞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三）锁定期限

武南汇智、吉富启瑞均分别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的

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个月。

（四）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发行人已与武南汇智、吉富启瑞分别签署《常州电站辅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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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下简称

“《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次发行中，武南汇智、吉富启瑞分别同意按照

《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具

体认购价格及总金额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筛选的原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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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筛选标准如下：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选择标准的指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

发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企业或下属企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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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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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南汇智、吉富启瑞均分别符合上述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是否存在禁止性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武南汇智、吉富启瑞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

《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

存在以下情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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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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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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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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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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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武南汇智、吉富启瑞的《公司章程》、《合伙协

议》、《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等文件进行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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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的基本情况符合《管理细则》、《承销业务

规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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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共两名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 70 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 16.09%，约占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4.00%。（即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

符合《管理细则》关于参与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10 名，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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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的要求,合法有效。

3、武南汇智、吉富启瑞均分别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本次发

行的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上述投资主体对获配股份的

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份减持的

相关规定执行。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认购股票的限售期符合《管理细则》第三

十二条的规定，合法有效。

4、发行人的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止性

情形，也不存在《管理细则》及《承销业务规范》规定的其他禁止性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为依法设立

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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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南汇智、吉富启瑞符合本次发行战略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向武南汇智、吉富启瑞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禁

止性情形；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

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

者均已承诺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