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驱动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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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驱动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驱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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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7 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委员会 2020 年第 27 次审议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2020〕

3625 号）。 

本次发行拟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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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作为驱动力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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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进行的相关核查结

果，华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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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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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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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名，包括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国康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南

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二）战略投资者的参与规模 

本次发行共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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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6 个月 

2 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 173.4780 6 个月 

3 
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 
140.00 6 个月 

4 
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130.00 6 个月 

5 
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

司 
120.00 6 个月 

6 
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 6 个月 

7 
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

限公司 
80.00 6 个月 

注：上表中“获配股票限售期限”指自获配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8.6956 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前本次发行数量的 2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7.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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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天佑饲料有

限公司、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特立可

商贸有限公司、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已

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

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四）限售期限 

本次战略配售对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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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1、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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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40605MA53PN980C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冯翰熙 

注册资本 1000 万 成立日期 2019 年 09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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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06 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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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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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前 10 大股东为：冯翰熙 100.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

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冯翰熙持有公司 100.0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09 月 06 日，

目前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广

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广东华

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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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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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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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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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二）将配合发行人、主承销商完成发行过程中的应尽事宜，提供的所有证

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三）将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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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四）用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本投资方符合战略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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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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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将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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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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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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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等作为条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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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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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投资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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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全

国股转公司、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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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损失和后果。” 

2、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771173356P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斯雁 

注册资本 100.00 万 成立日期 2005 年 02 月 07 日 

注册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叠景路 249 号 2002 房（仅作办公用途） 

经营期限 2005-02-07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饲料添加剂批发;饲料零售;饲料添加剂零售;饲料批发; 

股东信息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前 10 大股东为：黄斯雁 90.00%；刁光中 10.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

具之日，黄斯雁持有公司 90.0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02 月 07 日，目前不存在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广州天佑饲料有

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签署的《战

略配售协议》以及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广州天佑饲料有限

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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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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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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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

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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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二）将配合发行人、主承销商完成发行过程中的应尽事宜，提供的所有证

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三）将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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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四）用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本投资方符合战略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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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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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将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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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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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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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等作为条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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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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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投资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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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全

国股转公司、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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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损失和后果。” 

3、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297872527532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园 

注册资本 1600 万 成立日期 2006 年 03 月 31 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水稻原种场下蜜农场 

经营期限 2006 年 03 月 31 日至 2026 年 0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生猪养殖、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淡水养殖、林木培养和种植,种猪繁殖、

销售*** 

股东信息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前 10 大股东为：易桂春 55.00%；吴书红 45.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

告出具之日，易桂春持有公司 55.0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03 月 31 日，目前不存

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九江景康牧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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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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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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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景康牧业发展有

限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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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二）将配合发行人、主承销商完成发行过程中的应尽事宜，提供的所有证



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三）将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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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四）用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本投资方符合战略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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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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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将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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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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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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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等作为条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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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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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投资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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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全

国股转公司、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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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损失和后果。” 

4、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4MA4WAT9C2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红 

注册资本 1000 万 成立日期 2017 年 03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321国道仙溪段广东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一期第一组团

C 栋 6 楼 

经营期限 2017 年 03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生态监测，动物病防治服务，自然科学研

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计算

机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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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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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前 10 大股东为：广州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0.00%；广州隆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

告出具之日，广州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0.00%的股份，自然人刘红持有广州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的股份，为佛

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3 月 16 日，目前不存

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佛山国康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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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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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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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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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二）将配合发行人、主承销商完成发行过程中的应尽事宜，提供的所有证

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三）将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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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四）用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本投资方符合战略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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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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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将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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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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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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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等作为条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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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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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投资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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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全

国股转公司、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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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损失和后果。” 

5、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T2R8X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谭其君 

注册资本 100 万 成立日期 2017 年 06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4 栋 1 单

元 13 楼 1301 号 

经营期限 2017 年 06 月 23 日至 3999 年 1 月 1 日 

经营范围 

销售饲料、兽药（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化

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蔬菜、水果、服装鞋帽、日用品、针纺织品、

文具用品、体育用品、玩具、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股东信息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前 10大股东为：刘粉娥 40.00%；孙伯华 20.00%；

谭其君 20.00%；高栩如 20.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取得其股东签订的一致行

动协议，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谭其君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6 月 23 日，目前不存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成都特立可商

贸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成都特立

可商贸有限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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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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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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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

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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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二）将配合发行人、主承销商完成发行过程中的应尽事宜，提供的所有证

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三）将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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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四）用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本投资方符合战略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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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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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将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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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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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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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等作为条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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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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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投资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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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全

国股转公司、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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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损失和后果。” 



6、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9309267694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沈涛 

注册资本 3000 万 成立日期 2014 年 07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工业园三区骏宏路全南创新创业（电商）园 A 栋 207

室 

经营期限 2014 年 07 月 1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农业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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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前 10大股东为：徐兰芳 80.40%；勒勇生 12.60%；

徐沈涛 5.00%；张建葛 2.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

报告出具之日，徐兰芳持有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80.40%的股份，徐兰

芳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07 月 17 日，目前不

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江西朱美

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承

诺函》，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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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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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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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朱美美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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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二）将配合发行人、主承销商完成发行过程中的应尽事宜，提供的所有证

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三）将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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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四）用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本投资方符合战略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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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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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将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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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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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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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等作为条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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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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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投资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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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全

国股转公司、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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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损失和后果。” 

7、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779146272K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桂超 

注册资本 100 万 成立日期 2005 年 10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南宁市兴宁区长堽路 155 号 C 栋住宅楼 3 单元 303 号房 

经营期限 2005 年 10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饲料添加剂、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物饲料、预混合饲料的销售；饲料

原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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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之日，前 10 大股东为：杨桂超 85.00%；沈三保 15.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

报告出具之日，杨桂超持有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85.00%的股份，杨桂

超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目前不

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南宁市冠

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

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承

诺函》，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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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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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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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

有限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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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 

（二）将配合发行人、主承销商完成发行过程中的应尽事宜，提供的所有证

件、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 

（三）将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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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四）用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五）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相应的股票数量； 

（六）本投资方符合战略配售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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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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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七）将不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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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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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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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等作为条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十）未要求发行人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认购本投资者及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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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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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投资方与发行人、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本投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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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全

国股转公司、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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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损失和后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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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驱

动力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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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了认购金额、认购股票数量、认购价格、认购方

式、缴款安排、限售安排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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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规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由具有良好市场声誉且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的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九江景康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江西朱

美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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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细则》、《承销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

广东华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天佑饲料有限公司、九江景康牧业发

展有限公司、佛山国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特立可商贸有限公司、江西朱美

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南宁市冠维生物饲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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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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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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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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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