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之 

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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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尔达”、“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项目已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贵所”）审核同意，并

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2023〕148 号文同意注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 187 号〕）、《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证公告〔2021〕13 号）（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1〕8 号）（以下简称

“《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北证公告〔2021〕23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对利尔达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

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1,98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41,866 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4.73%（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

股数将扩大至 2,277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42,163 万股，本次发行数量占超额

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本的 5.40%（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96 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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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584 万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

量为 1,881 万股。 

2、参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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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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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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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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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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 10 名。 

结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的惠州市富智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

限公司、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股）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6 个月 

2 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6 个月 

3 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760,000 6 个月 

4 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200,000 6 个月 

合计 3,960,000 - 

4、配售条件 

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柱

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已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签署《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交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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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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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限售期限 

上述获配对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战略投资者不得

超过 10名”和“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万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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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柱

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

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

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4 名，分别为：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天尼

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除以上战略投资者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441303661453111D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符海华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04-18 

住所 惠阳区淡水洋纳管理区 

营业期限自 2007-04-18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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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通信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

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及其相关配

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信息咨询;兴办实业;国内贸易;计算

机软硬件的研发及销售;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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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人员 符海华（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赵蜂（经理）、孟国庆（监事）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深圳市富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惠州市富智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股份，为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孟国

庆持有深圳市富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70.00%股份，为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的相

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惠

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国庆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 1.88%的股

份，除此之外，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

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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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锁定期 

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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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330304733802393C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孙耀 

注册资本 28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11-16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温州大道洛河路 20号(温州市汇泰电子市场第 2幢

第 2层 2027、2028号) 

营业期限自 2001-11-16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电子元件、电讯器材、电脑网络器材销售，软件开发 

主要人员 孙耀（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程国强（监事）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孙耀持有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0.00%股份，为

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的相关

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温州

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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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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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锁定期 

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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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330185MA2CG7RA1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危国华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12-18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活山村 

营业期限自 2018-12-18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家具制造;家居用品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家具安装和

维修服务;家具零配件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办

公设备耗材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柜台、摊

位出租;包装服务;合成材料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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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建筑智能

化系统设计。 

主要人员 危国华（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吴红华（监事）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危国华持有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100.00%股份，

为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的相

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浙

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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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

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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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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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锁定期 

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330104MA2J2WL854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孙美文 

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11-18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东宁路 553 号 3 层 359 室 

营业期限自 2020-11-18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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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人员 孙美文（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蔡慧燕（监事）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孙美文持有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75.00%股份，为

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承销规范》的相关规

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天尼贸

易（杭州）有限公司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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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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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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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锁定期 

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禁

止情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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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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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在本所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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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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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

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天尼贸易（杭州）有

限公司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

信证券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

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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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天尼

贸易（杭州）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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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的认购数量、

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惠州市

富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晶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柱智能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天尼贸易（杭州）有限公司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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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

查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