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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创精密”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以下简称“《承销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

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

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针对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

略配售事宜，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0 年 12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体董事出

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1 年 9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2 年 5 月 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35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

容，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召开 2022 年第 35 次会

议，审议同意富创精密本次发行上市（首发）。 

2022 年 8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沈阳富创

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46

号），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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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关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的审批 

2022 年 8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参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关于战略配售对象参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

心员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同意与公司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战略投资者以及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 

二、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战略配售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中，发行人、主承销商在考虑《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投

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包括以下几类：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证投资”）；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中信证券富创精密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清科”）、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拓荆科技”）。 

前述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三部分的内容。本次发行战略

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人数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与股票数量 

1、中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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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投资已同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约定中证投资将依据《承销指引》第十

八条规定参与本次发行上市的战略配售。 

中证投资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比例根据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1）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

元； 

（2）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

人民币 6,000 万元； 

（3）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

人民币 1 亿元； 

（4）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根据《承销指引》，中证投资预计其认购比例上限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根据《承销指引》，中证投资预计其认购比例上限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00%，即认购股数上限为 261.3166 万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T-2 日确定发

行价格后确定。 

2、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已同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本次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拟认购数量不

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0.00%，即认购股数上限为 522.6333 万股，同时认购

金额上限为 22,687.875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3、其他战略投资者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同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本次其他战略投资者初始拟认购

金额不超过 6,015.0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T-2 日

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拟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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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战略配售对象名称 类型 

拟认购金额

上限（万

元） 

拟认购数量

上限（万

股）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10,000.00 261.3166 

2 

中信证券富创精密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富创精

密员工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22,687.875 522.6333 

3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海清科”）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3,015.00 - 

4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拓荆科技”） 
3,000.00 - 

注：1、上表中“拟认购金额上限”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签署的

战略投资者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的认购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拟认购股数上

限”为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股数。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根据发行情况最终确定其认

购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在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如依据各战略投资者缴款金额及认购股数上限确定的拟认购

股数之和超过本次发行规模的 20%，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指引》第

十八条先确定中证投资最终获配规模，然后按照战略投资者的实际缴款金额除以发行价格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所计算的股数（向下取整）与战略投资者认购协议中明确的认购股数

上限孰低值优先安排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的认购股数，剩余股数等比例分配给华海清科和

拓荆科技，股数计算时采用向下取整的方式，最终余股分配给华海清科，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3、在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如依据各战略投资者缴款金额及认购股数上限确定的拟认购

股数之和未达到本次发行规模的 20%，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指引》

第十八条先确定中证投资最终获配规模，然后按照战略投资者的实际缴款金额除以发行价格

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所计算的股数（向下取整）与战略投资者认购协议中明确的认购股

数上限孰低值（华海清科和拓荆科技未确定股数上限，按照金额上限确定其最终获配股数）

确定各战略投资者的最终获配股数。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

网下发行。 

综上，本次战略配售共有 4 名战略投资者参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045.266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其中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522.6333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前述战略配售方案

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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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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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并经保荐机构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证投资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1 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400,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12年4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户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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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证投资的股权结构及跟投资格 

根据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

证券持有中证投资 100%的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

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 

经核查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保荐机构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保荐机构认为，中证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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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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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

100%的股权。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参

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

《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前，中证投

资直接持有发行人 1.68%的股份。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为中证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发行人股东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发行人 1.68%

的股份，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金石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安徽交控金石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股东长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直接持有发行人 1.68%的股份，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金石投资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长峡金石（武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除上述情形外，中证投资

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中证投资提供的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

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

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中证投资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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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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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富创精密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C548 

备案时间 2022 年 8 月 22 日  

募集资金规模 22,687.875 万元（含新股配售佣金） 

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实际支配主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姓名、职务及份额持有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劳动合同

签署单位 

金额（万

元） 
占比 职务 人员类型 

1 郑广文 富创精密  5,025.000  22.15%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 倪世文 富创精密  804.000  3.54%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 徐丹 富创精密  804.000  3.54% 董事、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 

4 陈悉遥 富创精密  804.000  3.54%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5 杨爽 富创精密  482.400  2.13% 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6 宋岩松 富创精密  301.500  1.33%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7 山麟童 沈阳融创  804.000  3.54%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8 梁倩倩 富创精密  703.500  3.10%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9 张向龙 富创精密  603.000  2.66% 分公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10 孙可心 富创精密  603.000  2.66%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11 王旭 富创精密  603.000  2.66%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12 李国辉 富创精密  542.700  2.39%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13 林雪松 富创精密  518.580  2.29% 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14 熊野威 富创精密  512.550  2.26% 风控负责人 核心员工 

15 侯涛 美国富创  502.500  2.21% 子公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16 杨登亮 北京富创  502.500  2.21% 研发负责人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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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高聪 富创精密  502.500  2.21%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18 李学利 富创精密  502.500  2.21%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19 史建兵 富创精密  502.500  2.21%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20 范雪 富创精密  457.275  2.02%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21 张传捷 富创精密  432.150  1.90% 技术顾问 核心员工 

22 戴闯 富创精密  402.000  1.77%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23 王成宝 富创精密  367.830  1.62%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24 安朋娜 富创精密  361.800  1.59% 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25 张少杰 富创精密  351.750  1.55% 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26 杨琳 富创精密  301.500  1.33%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27 姚璐 富创精密  301.500  1.33%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28 张安序 富创精密  271.350  1.20% 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29 邹明霞 富创精密  261.300  1.15% 资深工匠 核心员工 

30 王崴 沈阳融创  261.300  1.15%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31 王棉 富创精密  254.265  1.12% 部门总监 核心员工 

32 栾玉峰 富创精密  251.250  1.11%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33 楚显浩 富创精密  241.200  1.06% 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34 韩晓光 富创精密  241.200  1.06% 资深工匠 核心员工 

35 郭月娥 富创精密  221.100  0.97% 产品工程师 核心员工 

36 吴冰欣 富创精密  221.100  0.97% 产品工程师 核心员工 

37 褚依辉 富创精密  201.000  0.89% 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38 侯广库 强航时代  201.000  0.89% 子公司总经理 核心员工 

39 张晏龙 北京富创  201.000  0.89% 子公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40 陈学超 富创精密  201.000  0.89% 资深工匠 核心员工 

41 袁毅军 富创精密  185.925  0.82% 资深工匠 核心员工 

42 莫漓江 沈阳融创  170.850  0.75%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43 姜小蛟 富创精密  150.750  0.66%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44 张照宇 富创精密  150.750  0.66%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45 李吉亮 富创精密  100.500  0.44% 资深工程师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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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潘虹 沈阳融创  100.500  0.44% 产品工程师 核心员工 

47 薛刚刚 南通富创  100.500  0.44%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48 谢华 富创精密  100.500  0.44% 部门经理 核心员工 

合计 22,687.875  100.00% - -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本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可以全部用于参与认购，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

配售佣金和相关税费。 

注 3：沈阳融创、北京富创、南通富创、美国富创、强航时代的全称为沈阳融创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北京富创精密半导体有限公司、南通富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FORTUNE USA,INC.、

沈阳强航时代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发行人的并表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1）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工。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

准为：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被认定为

核心技术人员；2）研发部门、技术及制造部门的核心员工；3）其他部门中层及

以上的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 

经核查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各份额持有人的用工合同，除张传捷为退休返

聘人员外，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其余 47 名份额持有人均与发行人或发行

人的并表子公司之间签署了劳动合同。张传捷作为退休返聘人员，已与发行人签

订返聘协议。以上 48 名份额持有人均在发行人或发行人的并表子公司中任职，

且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具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2）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第八条关于可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型规

定，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作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2022 年 8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参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员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 

综上，发行人已依据法律规范履行了董事会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二十条关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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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规定。 

（3）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资管计划合同约定、各认

购对象签署的承诺函并经核查，参与人员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 

（4）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的获配股票限售期 

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海光信息员工

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针对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的减持安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各份额持有人已

分别承诺：“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执行股份限售安排；本资管计划所持该部分股

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无条件同意并配合本资管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和资管合同的约定，来减持该部分股票”。 

3、华海清科 

（1）基本情况 

经核查华海清科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保荐机构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华海清科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2064042488E 

法定代表人 张国铭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3 年 4 月 10 日至长期 

住所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 11 号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产品的制造、安

装、维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晶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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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机电设备及耗材制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动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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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事项为准。 

（2）股权结构 

经核查，华海清科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88120.SH），根据公开信息，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海清科前十大股东合

计持股比例为 64.40%，其余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35.60%。前十大股东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1 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67,237 28.19% 

2 清津厚德（天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89,946 7.68% 

3 路新春 6,347,754 5.95% 

4 天津科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942,760 5.57% 

5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5,000,000 4.69% 

6 朱煜 3,985,339 3.74% 

7 雒建斌 3,878,798 3.64% 

8 青岛民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 1.87% 

9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50,000 1.64% 

10 清津立德（天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0,373 1.43% 

合计 68,682,207 64.40%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公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海清科的控股股东为清控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四川

省国资委。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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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清科为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120.SH），是一家拥有核心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主要产品为化学机械抛光（CMP）设备。

CMP 是先进集成电路制造前道工序、先进封装等环节必需的关键制程工艺，华

海清科所生产 CMP 设备可广泛应用于 12 英寸和 8 英寸的集成电路大生产线，

产品总体技术性能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华海清科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80,488.04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827.67 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397.60万元。截止 2022年9月 7日，

华海清科市值为 399.36 亿元，华海清科系大型企业。 

（5）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2020 年发行人成为华海清科合格供应商，主要为

华海清科 CMP 设备提供结构零部件、模组产品、气体管路等核心零部件产品；

2021 年，华海清科成为发行人前五大客户，2021 年发行人销往华海清科的销售

收入为 4,614.64 万元，占发行人当期营业收入的 5.47%。根据华海清科与发行

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协备忘录》，基于半导体行业发展预测，未来双方业务合作

会进一步提升。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1）发行人作为国内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领军企业，拟将华海清科纳入战

略合作伙伴。发行人根据华海清科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并在现有产品和

技术的基础上，针对华海清科特殊功能需求，提供高优先级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以支持华海清科发展。 

2）华海清科作为为集成电路制造商提供 CMP 设备等高端半导体设备的制

造商，拟将发行人纳入战略供应商。华海清科结合公司业务及技术发展趋势向发

行人提出 CMP 设备相关核心零部件及技术需求，协助发行人对相关零部件产品

进行产品验证，并对满足华海清科需求的产品进行采购，以支持发行人发展。 

3）发行人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及产能建设，为华海清科提供有效的交付保障

能力。 

4）华海清科优先采购发行人的产品和技术服务，一方面，对已采购的发行

人产品加大增购力度；另一方面，对未采购的发行人产品，结合自身业务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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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产品验证。 

5）双方建立例常的高层互动机制和技术专家交流机制，共同讨论和修正战

略合作方式及技术合作方向，定期交流合作项目进展。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6）关联关系 

根据华海清科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核查，华海清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7）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华海清科 2021 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和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华海清科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同时，根据华海

清科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

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8）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华海清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华海清科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4、拓荆科技 

（1）基本情况 

经核查拓荆科技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保荐机构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拓荆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550794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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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吕光泉 

注册资本 12647.8797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0 年 4 月 28 日至长期 

住所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 900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器

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销售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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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经核查，拓荆科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88072.SH），根据公开信息，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拓荆科技前十大股东合

计持股比例为 62.39%，其余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37.61%。前十大股东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5,121,755 19.86% 

2 
国投（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投（上

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7,297,297 13.68% 

3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0,622,547 8.40% 

4 
上海临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君励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012,105 5.54% 

5 
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润扬嘉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233,158 4.93% 

6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3,250,297 2.57% 

7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2.37% 

8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招商资管拓荆科技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57,674 2.34% 

9 苏州聚源东方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800,180 1.42% 

10 
中车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

车国华（青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1,622 1.28% 

合计 78,916,635 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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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5,121,755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9.86%。拓荆科技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拓荆科技为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072.SH），主要从事高端半导

体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聚焦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主要产

品包括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设备、原子层沉积（ALD）设备和

次常压化学气相沉积（SACVD）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国内晶圆厂 14nm 及以上

制程集成电路制造产线，并已展开 10nm 及以下制程产品验证测试，是国内唯一

一家产业化应用的集成电路 PECVD、SACVD 设备厂商。拓荆科技 2021 年营业

收入为 75,796.0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848.65 万元。截止 2022

年 9 月 7 日，拓荆科技市值为 366.54 亿元，拓荆科技系大型企业。 

（5）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2013 年发行人成为拓荆科技合格供应商，主要为

拓荆科技薄膜沉积设备提供工艺零部件、结构零部件、气体管路等核心零部件产

品；2020 年及 2021 年拓荆科技均为发行人前五大客户。2020 年、2021 年发行

人销往拓荆科技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819.21 万元、2,018.13 万元，分别占发行人

当期营业收入的 1.70%、2.39%。根据拓荆科技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协备

忘录》，基于半导体行业发展预测，未来双方业务合作会进一步提升。具体合作

内容如下： 

双方围绕 12 英寸和 8 英寸薄膜沉积设备核心零部件，主要包括腔体、匀气

盘、气体管路等产品展开合作。发行人将积极发挥自身半导体零部件领域的研发

和产品优势，为拓荆科技核心零部件产品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拓荆科技做

好供应链保障，提升市场份额。拓荆科技在推进已合作项目的基础上，会继续拓

宽与发行人的合作范围，寻求共识，相互支持，互惠共赢。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作为国内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领军企业，拟将拓荆科技纳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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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伙伴。发行人根据拓荆科技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并在现有产品和

技术的基础上，针对拓荆科技特殊功能需求，提供高优先级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以支持拓荆科技发展。 

2）拓荆科技作为集成电路 PECVD、SACVD 高端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拟将

发行人纳入战略供应商。拓荆科技结合公司业务及技术发展趋势向发行人提出薄

膜沉积设备相关核心零部件及技术需求，协助发行人对相关零部件产品进行验证，

并对满足拓荆科技需求的产品进行采购，以支持发行人发展。 

3）发行人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及产能建设，为拓荆科技提供有效的交付保障

能力。 

4）拓荆科技优先采购发行人的产品和技术服务，一方面，对已采购的发行

人产品加大增购力度；另一方面，对未采购的发行人产品，结合自身业务需求进

行产品验证。 

5）双方建立例常的高层互动机制和技术专家交流机制，共同讨论和修正战

略合作方式及技术合作方向，定期交流合作项目进展。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6）关联关系 

根据拓荆科技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核查，拓荆科技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7）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拓荆科技 2021 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和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拓荆科技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同时，根据拓荆

科技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

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8）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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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荆科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拓荆科技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认购协议 

发行人同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协议约

定了认购数量、认购价格及认购款项支付；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

务；保密条款；违约责任；转让与放弃；通知与送达等内容。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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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规性意见 

1、中证投资目前合法存续，为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的另

类投资子公司，其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九条、《承销

指引》第八条、第十五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资格的规定。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富创精密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实施办法》第二十条、《承销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

战略配售投资者资格的规定。 

3、华海清科、拓荆科技目前合法存续，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

准，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资格的规定。 

4、前述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主承销商律师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德恒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

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中证投资、富创精密员工资管

计划、华海清科、拓荆科技作为战略配售对象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十

九条、第二十条和《承销指引》第七条、第十五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相

关规定，具备战略配售资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配售对象配售股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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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且实施本次战略配售已完成了发行

人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批准。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实施办法》

《承销规范》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确定的战略配售对象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符合发行人选

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且符合《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求，具备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整个过程中不存在《承销

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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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欢  张明慧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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