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2010 号”文核准，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发行人”或“公司”）不超过 27,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

公开发行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结果，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确定为 27,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公司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

登记变更手续。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认为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

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Lin Securities Co., Ltd. 

法定代表人：林立 

注册资本：24.30 亿元（发行前），27.00 亿元（发行后）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 1-1 号君泰国际 B 栋一层 3 号 

成立日期：1997 年 6 月 18 日，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850000 

联系电话：0755-82707766 

传真：0755-82707993 

电子邮箱：IR@chinalin.com 

互联网网址：http://www.chinalin.com 

发行数量：27,00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0.00%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资产管理；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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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营业务 

本公司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证券经纪、投资银行、信用业务、资产管理、证券自营等。

本公司还通过全资子公司华林资本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华

林创新开展另类投资业务等。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证券经纪业务 含 证券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 

投资银行业务 含 
股票、可转债等的承销与保荐业务、并购重组等财务顾问业务、债

券承销，新三板推荐挂牌、定增及并购重组等财务顾问业务等。 

信用业务 含 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等。 

资产管理业务 含 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等。 

证券自营业务 含 债券及相关衍生品的交易及投资、权益类证券投资。 

其他业务 含 另类投资业务、股权投资业务、股票期权经纪业务等。 

（三）设立情况 

华林证券是由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希格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根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经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按照 1:0.8674153842 的比例折股，由华林证券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6 日，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华林证券核发了《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1939663889）。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发起人为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怡景食

品饮料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希格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时全体发起人的持股情

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0,397,076 71.62 

2 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484,789,089 19.95 

3 深圳市希格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204,813,835 8.43 

合计 2,430,000,000 100.00 

（四）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安永华明（2018）审字第 61169786_B07 号《审

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

计 
12,678,484,010.71 14,510,849,143.23 14,372,537,365.08 17,981,745,973.06 

负债合

计 
8,752,807,800.60 10,768,644,676.46 10,985,631,306.43 15,177,282,242.00 

归属于

母公司

股东的

权益合

计 

3,912,423,251.33 3,728,228,578.13 3,386,906,058.65 2,804,463,731.06 

股东权

益 

合计 

3,925,676,210.11 3,742,204,466.77 3,386,906,058.65 2,804,463,731.0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

入 
496,690,417.44 1,067,185,983.74 1,318,353,295.03 1,668,857,767.74 

营业利

润 
190,135,770.45 479,796,942.95 652,978,584.07 984,135,092.32 

利润总

额 
210,393,234.99 523,031,155.03 675,607,813.69 985,200,063.72 

净利润 184,588,678.77 462,126,273.50 589,118,277.95 815,994,245.57 

归属于

母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185,311,608.63 463,150,384.86 589,118,277.95 815,994,245.57 

注：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在利润

表中增加“资产处置收益”科目进行核算，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4,973,668.90 -973,403,724.28 -1,700,470,571.55 1,267,492,160.72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951,652.15 183,136,795.29 -41,299,889.33 -93,492,526.68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2,640,080.43 -196,772,778.07 116,615,131.50 1,216,863,465.40 

汇率变动对

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

响 

4,892.18 127,138.92 -742,498.58 2,219,167.95 

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净

增加/（减少）

额 

483,622,955.86 -986,912,568.14 -1,625,897,827.96 2,393,082,267.39 

年末/期末现

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5,695,041,543.76 5,211,418,587.90 6,198,331,156.04 7,824,228,984.00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公开新股 2.70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0%；本次发行不进行

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7.00 亿股。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量为 2,700 万股，网上有效申购量为 24,300 万股，网上、网

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2,208.64478 倍，超过 150 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

2019 年 1 月 8 日（T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2,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3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00%。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1358299003%，网上有

效申购倍数为 736.21493 倍。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本次网下发

行公募养老社保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13,542,006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50.16%，

配售比例为 0.11240044821%；年金保险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3,094,476 股，占本次网下

发行数量的 11.46%，配售比例为 0.11163333333%；其他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10,363,518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38.38%，配售比例为 0.02970000000%。 

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合计放弃认股数为 563,292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

销商包销比例为 0.208627%。 

2、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完成。在剔除最高

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2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情况为： 



（1）22.98 倍，按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除以 2017 年每股收益计算，其中每股收益

按照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

算； 

（2）20.68 倍，按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除以 2017 年每股收益计算，其中每股收益

按照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

算。 

3、预计募集资金总额：97,740.00 万元。 

4、预计募集资金净额：92,082.74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9)

验字第 61169786_B01 号《验资报告》。 

    5、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79 元，按照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后每股收益：0.1575 元，按照本公司 2017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 

发行人发行前股东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等机构的监管规定对所持股份做出的锁定承诺期限如下表所示，股东均承诺在以下

锁定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持有或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实际锁定期限按照孰长原则执行。 

股东名称 

按中国证监会机构监

管要求承诺的新增股

权锁定期限 

按《公司法》、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定承诺及自愿承诺

的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

起锁定 60 个月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2、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

起锁定 36 个月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3、深圳市希格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自 2015 年 8 月 27 日

起锁定 36 个月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立业集团、怡景公司、希格玛公司承诺如下：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比例

不超过华林证券发行上市时本公司持有华林证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本

次发行价格；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减持公告之日公司发生过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本公司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华林证券并予以公告，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内（含六个月期满当日），

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本公司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 

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比例不超过华林证券发行上市时本公司持有华林证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价格；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减持公告之日公司发生过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公司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进行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华林证券并予以公告，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内（含

六个月期满当日），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

减持公告。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深圳市希格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承诺：“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比例不超过华林证券发行上市时本公司持有华林证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减持公告之日公司发生过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 6 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本公司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进行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华林证券并予以公告，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内（含

六个月期满当日），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

减持公告。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公司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270,0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5,000.00 万元； 

（三）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7,000 万股，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10.00%，不

低于发行人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10.00%；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公司的股份合计超过

百分之七； 

（二）公司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公司权益、在公司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公司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并据此出

具本发行保荐书；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并上市的相关

规定；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

充分合理； 

5、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

在实质性差异； 

6、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

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7、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范； 

8、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10、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它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

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

发行人的重大事项，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

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

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

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

的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

后，立即书面通知保荐机构，并将相关资料、

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文



件报送保荐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保荐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 

（2）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保

荐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

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相关对外提供担保的规

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

其向交易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2）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包括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与议事规则

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

并督发行人有效执行。 

（三）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

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协调相关当事人配合保荐机构的保荐工

作，并督促其聘请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协助保

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保荐代表人：岳东、王玉亭 

电话：0755-83084016 

传真：0755-82943121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同意担任华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霍  达               

保荐代表人： 

岳  东               

王玉亭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