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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

商”）作为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世食品”、“发行人”或“公

司”）股票向不特定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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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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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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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针对盖世食品股票

向不特定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核查报

告。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 

2020 年 5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修订<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关于修订<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定股价的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2020 年 6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11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修订<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关于修订<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稳定股价的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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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于本次发行的审核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委员会

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 2020年第26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事项获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0 年 12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

发《关于核准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42 号），核准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 

二、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即应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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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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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规模如下： 

序

号 
名称 

拟认购金额 

（万元） 

限售期

安排 

1 扬州疌泉农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00 6 个月 

2 青岛晨融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0 6 个月 

3 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 6 个月 

合计 2,400 - 

注：上表中限售期系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 

根据《管理细则》第三十条的规定：“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可

以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10 名。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 5000

万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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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5,000 万股，本次发行设定初始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 320.08 万股，占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前本次发行数量的

15%，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条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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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战略投资者依照《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管理细则》

第三十一条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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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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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疌泉农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青岛

晨融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扬州疌泉农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江苏金财厚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财”）管理的扬州疌泉农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疌泉农业”）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核查疌泉农业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等文件，疌泉农业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扬州疌泉农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91321011MA1WF78R0R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江苏金财厚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艾格（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

派代表：范淼） 

实缴出资总额 11,3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4-26 

主要经营场所 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扬子江北路 471 号 

营业期限自 2018-4-26 营业期限至 2025-4-25 

经营范围 

农业项目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

资；基金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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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疌泉农业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疌泉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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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财已完成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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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备案，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62802。江苏金财管理的私募基金疌泉

农业产品已完成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备案基金编号为 SEX299。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扬州疌泉农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江苏金财和艾格（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疌泉农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同

时，江苏金财为疌泉农业的基金管理人，依据合伙协议享有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权

利，江苏金财为扬州疌泉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疌泉农业提供的资料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疌泉农业的普通

合伙人为江苏金财和艾格天津，持有疌泉农业的份额均为 0.885%；有限合伙人

分别为海澜德（天津）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扬州产权综合服务市场有限责任公

司及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疌泉农业的份额占比分别为 36.283%、

35.398%及 26.549%。 

（3）关联关系 

根据疌泉农业和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疌泉农业与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疌泉农业出具的承诺函，疌泉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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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疌泉农业的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2、青岛晨融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资产”）管理的青岛晨融叁

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融叁号”）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

资者。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核查晨融叁号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晨融

叁号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青岛晨融叁号股权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91370283MA3T6QRA6M 

https://www.qcc.com/firm/52e1528fe429fa67be8ba30cdd6a5cce.html
https://www.qcc.com/firm/29d4d4808b609c4d49136ed24927ba7e.html
https://www.qcc.com/firm/29d4d4808b609c4d49136ed24927ba7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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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委派代表：郝筠） 

实缴出资总额 1,301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6-2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凤台街道办事处重庆路 589 号 

营业期限自 2020-6-2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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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晨融叁号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晨融叁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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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资产已完成私募基金

管理人备案，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33008。晨鸣资产管理的私募基金晨融

叁号产品已完成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备案基金编号为 SLE125。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青岛晨融叁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晨鸣资

产为晨融叁号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基金管理人，因此，晨融叁号

的实际支配主体为晨鸣资产。 

根据晨融叁号提供的资料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晨融叁号的普通

合伙人为晨鸣资产，持有晨融叁号的份额占比为 0.0769%；有限合伙人分别为杨

鲁豫、冯树海及李长亮，持有晨融叁号的份额占比分别为 76.8640%、15.3728%

及 7.6864%。  

（3）关联关系 

根据晨融叁号和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晨融叁号与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晨融叁号出具的承诺函，晨融叁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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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备配售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晨融叁号的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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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时间基金管理（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间基金”）管理的珠海时间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时间创投”）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

资者。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核查珠海时间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

珠海时间创投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91640100MA75YKNE59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珠海时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曹娟） 

实缴出资总额 44,03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2-17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127 号(集中办公区) 

营业期限自 2017-2-17 营业期限至 2050-04-15 

经营范围 
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管理、股权投资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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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了珠海时间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文件, 珠海时间创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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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基金已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备案，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60897。时间基金管理的私募基金

珠海时间创投产品已完成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备案基金编号为 SS5059。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珠海时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珠海时间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珠海时间创投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时

间基金为珠海时间创投的基金管理人。根据珠海时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工商登记资料，时间基金为珠海时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珠海时间创投的实际支配主体为时间基金。 

根据珠海时间创投提供的资料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珠海时间创

投的普通合伙人为珠海时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珠海时间创投

的份额占比为 0.2271%，珠海时间创投的有限合伙人及份额占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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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有限合伙人名称 份额占比（%） 

1 珠海时间方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4236 

2 吴兰兰 34.7490 

3 潍坊皓明恒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135 

4 魏君贤 4.6616 

5 高波 3.4749 

6 刘韬 2.2712 

7 何俊坚 1.1356 

8 王波 0.6814 

9 袁媛 0.6814 

（3）关联关系 

根据珠海时间创投和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珠海时

间创投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珠海时间创投出具的承诺函，珠海时间创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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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备配售

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珠海时间创投的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三）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战略投资者签署了战略配售协议，约定了认购价格、数

量、支付安排、限售期限、保密条款、违约责任、协议生效条件及协议终止情况

等内容。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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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规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目前合法存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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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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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经核查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管

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具备本次发行的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各战略投资者就参与本次发行配售出具的承诺函并经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核查，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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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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