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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保荐及主

承销，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的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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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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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以核准（证监许可〔2020〕3697 号）。 

本次发行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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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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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进行的相关核查结

果，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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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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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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包括苏州川欧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川欧”）、大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艺科技”）、浙江动

一新能源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动一”）、苏州祥利家用电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祥利”）、深圳市金俊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金俊业”）、南平华孚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华孚”）、四川九洲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创业”）、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

塔证券”）、珠海指南需恒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指南

需恒”）、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二）战略投资者的参与规模 

本次发行共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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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股数（万

股） 

获配股票限售

期限 

1 
苏州川欧电器有限

公司 
企业法人 35.00 6 个月 

2 大艺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35.00 6 个月 

3 

浙江动一新能源动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企业法人 25.00 6 个月 

4 
苏州祥利家用电器

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20.00 6 个月 

5 
深圳市金俊业电子

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10.00 6 个月 

6 
南平华孚电器有限

公司 
企业法人 36.00 6 个月 

7 
四川九洲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 10.00 6 个月 

8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法人 12.00 6 个月 

9 

珠海指南需恒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13.00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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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法人 12.00 6 个月 

合计 - 208.00 - 

《管理细则》第三十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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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8 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

发行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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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定。 

（三）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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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川欧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苏州川欧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094116070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邹宗彬 

注册资本 100 万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19 日 

注册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聚金路 82 号二楼及三楼西面 

经营期限 2014 年 3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装配、销售：家用电器及配件；销售：纸质包装制品；模具设计制作。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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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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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宗彬（90%）；梁立朵（1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苏州川欧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苏州川欧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邹宗彬 90.00% 

2 梁立朵 10.00% 

合计 100.00% 

邹宗彬持有苏州川欧 90.00%的股份，为苏州川欧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苏州川欧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目前不存在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苏州川欧的《公司

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苏州川欧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苏州川欧出

具的《承诺函》，苏州川欧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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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苏州川欧出具的承诺函，苏州川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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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川欧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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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川欧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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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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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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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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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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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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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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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艺科技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大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4050281728U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黄建平 

注册资本 10,000 万 成立日期 2012 年 7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河海东路 99 号 5 号楼 

经营期限 2012 年 7 月 30 日至 2032 年 7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酒

店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广告制作；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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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信息 黄建平（51.00%）；黄锦康（15.00%）；黄建辉（34.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大艺科技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大艺科技

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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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黄建平 51.00% 

2 黄锦康 15.00% 

3 黄建辉 34.00% 

合计 100.00% 

黄建平持有大艺科技 51.00%的股份，为大艺科技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大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目前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大艺科技的《公司章程》、

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大艺科技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大艺科技出具的《承

诺函》，大艺科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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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艺科技出具的承诺函，大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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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艺科技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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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艺科技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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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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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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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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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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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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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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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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浙江动一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浙江动一新能源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3790090249Q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李斌 

注册资本 4,240.5546 万 成立日期 2006 年 8 月 24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科创北路 2 号 

经营期限 2006 年 8 月 24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新能源动力系统研发、制造；电动工具、园林工具、模具、家用电器、电动

自行车及零部件、机械配件、五金件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的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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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斌（69.78%）； 

宁波和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99%）； 

苏州蓝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37%）； 

宁波五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69%）； 

蔡存旭（1.86%）； 

宁波和畅利市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86%）； 

何亚东（0.93%）； 

薛  梅（0.93%）； 

胡纲高（0.93%）； 

方  莹（0.93%）； 

高  明（0.65%）； 

楼  瑛（0.54%）； 

陆汉幸（0.47%）； 

陈  叶（0.46%）； 

乐玉真（0.31%）； 

王坤术（0.31%） 

（2）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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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动一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浙江动一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比例 

1 李  斌 69.78% 

2 宁波和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9% 

3 苏州蓝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7% 

4 宁波五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9% 

5 蔡存旭 1.86% 

6 宁波和畅利市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 

7 何亚东 0.93% 

8 薛  梅 0.93% 

9 胡纲高 0.93% 

10 方  莹 0.93% 

11 高  明 0.65% 

12 楼  瑛 0.54% 

13 陆汉幸 0.47% 

14 陈  叶 0.46% 

15 乐玉真 0.31% 

16 王坤术 0.31% 

合计 100.00% 

李斌持有浙江动一 69.78%的股份，为浙江动一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浙江动一新能源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24 日，

目前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浙

江动一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浙江动一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以及浙江动一出具的《承诺函》，浙江动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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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动一出具的承诺函，浙江动一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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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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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浙江动一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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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动一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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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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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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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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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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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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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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苏州祥利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苏州祥利家用电器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668832730XB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庄苏琴 

注册资本 200 万 成立日期 2009 年 4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中安路 39 号 

经营期限 2009 年 4 月 22 日至 2039 年 4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家用电器、小家电、五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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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信息 庄苏琴（50%）；庄炜（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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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控制人 

根据苏州祥利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苏州祥利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庄苏琴 50.00% 

2 庄  炜 50.00% 

合计 100.00% 

庄苏琴持有苏州祥利 50%的股份，且担任苏州祥利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

为苏州祥利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苏州祥利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目前不存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苏州祥利的《公

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苏州祥利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苏州祥利

出具的《承诺函》，苏州祥利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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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苏州祥利出具的承诺函，苏州祥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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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祥利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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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祥利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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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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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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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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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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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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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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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深圳金俊业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金俊业电子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82761321Q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新萍 

注册资本 500 万 成立日期 2005 年 11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腾丰一路 2 号 C 栋 2 层 

经营期限 2005 年 11 月 23 日至 2035 年 11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连接器、移动电源、电动工具及电池包的生产及销售；电

池组合加工及销售；LED 灯具、电机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

是： 

股东信息 吴新萍（92%）；苗飞龙（4%）；吴昊天（4%） 

（2）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金俊业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深圳金

俊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吴新萍 92.00% 

2 苗飞龙 4.00% 

3 吴昊天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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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 

吴新萍持有深圳金俊业 92%的股份，为深圳金俊业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深圳市金俊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 23 日，目前不存

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深圳金俊业

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深圳金俊业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

深圳金俊业出具的《承诺函》，深圳金俊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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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金俊业出具的承诺函，深圳金俊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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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俊业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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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俊业就参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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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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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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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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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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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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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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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南平华孚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平华孚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007264552903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林建生 

注册资本 1,010 万 成立日期 2001 年 3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97 号 

经营期限 2001 年 3 月 14 日至 2021 年 3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电池配件、高压瓷瓶、开关、机械制造（不含国家限

制品种）。 

股东信息 MILLENNIUM PACIFIC .INC（美国禧洋经贸有限公司）（1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南平华孚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南平华孚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MILLENNIUM PACIFIC .INC（美国禧洋经贸有限公

司） 
100.00% 

合计 100.00% 

经核查，南平华孚的实际控制人为林建生。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南平华孚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 14 日，目前不存在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南平华孚的《公司

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南平华孚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南平华孚出

具的《承诺函》，南平华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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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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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平华孚出具的承诺函，南平华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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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华孚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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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华孚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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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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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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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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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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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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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九洲创业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四川九洲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06969721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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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邱 

注册资本 34,280 万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 83 号 

经营期限 2011 年 4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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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项目进行投资（不含金融、证券、保险及融资性担保等

需前置审核的业务）、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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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 

（2）实际控制人 

根据九洲创业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九洲创业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九洲创业的实际控制人为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四川九洲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17 日，目前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九洲创

业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九洲创业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

九洲创业出具的《承诺函》，九洲创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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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九洲创业出具的承诺函，九洲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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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洲创业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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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洲创业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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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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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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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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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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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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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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红塔证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34309760N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

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李素明 

注册资本 363,340.5396 万 成立日期 2002 年 1 月 31 日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 

经营期限 2002 年 1 月 3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股东信息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十大股东为：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13%）；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8.00%）；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14.68%）； 

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7.34%）；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6.61%）；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6.26%）；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58%）；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8%）； 

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0.6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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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控制人 

红塔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烟草总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 月 31 日，目前不存在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红塔证券的《公司

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红塔证券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红塔证券出

具的《承诺函》，红塔证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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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红塔证券出具的承诺函，红塔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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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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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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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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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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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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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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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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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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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信证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2573957K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

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 成立日期 2006 年 8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经营期限 2006 年 8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

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证券业务。 

股东信息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99.9969%）；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司（0.0031%） 

（2）实际控制人 

安信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22 日，目前不存在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根据安信证券的《公司

章程》、营业执照、发行人与安信证券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安信证券出

具的《承诺函》，安信证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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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安信证券出具的承诺函，安信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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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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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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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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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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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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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本投资者与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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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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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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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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指南需恒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珠海指南需恒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95C9X9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指南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出资额 600 万 成立日期 2018 年 1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下村 54 号四楼 

经营期限 2018 年 1 月 1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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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信息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合伙人为： 

北京指南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6.67%）； 

苏钢（66.67%）； 

王军国（16.67%） 

（2）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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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指南需恒的《合伙人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指南需

恒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份额 

1 北京指南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67% 

2 苏钢 66.67% 

3 王军国 16.67% 

合计 100.00% 

苏钢持有指南需恒 66.67%的份额，为其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珠海指南需恒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指南恒需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该基

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暂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要求在协会备案，备案号为 SGJ849。 

珠海指南需恒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北京指南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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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号为

P1062111。 

指南需恒承诺该基金使用合法募集的资金参与长虹能源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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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指南需恒的《合伙协议》、营业

执照、发行人与指南需恒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指南需恒出具的《承诺函》，

指南需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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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指南需恒出具的承诺函，指南需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资金全部为自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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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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需恒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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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需恒就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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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长虹能源长

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的长虹能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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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资金参与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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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之约定，以股票发

行价格认购长虹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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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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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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能源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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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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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

虹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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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战略配售协议》，约定了承诺认购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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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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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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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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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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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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承销商对于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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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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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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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四川长虹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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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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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四川长虹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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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盖章页）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