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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及其

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诚实守

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本

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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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向原 A 股股东配售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

2565 号”文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国海证券”）向原 A 股股东配售股份（以下简称“本次配股”）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刊登配股说明书，2020 年 1 月 10 日成功完成缴款，并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完成验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

机构”）作为国海证券本次配股的保荐机构，认为国海证券本次向原 A 股股东配

售股份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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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概况 

（一）概况 

公司名称：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EALAND SECURITIES CO., 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国海证券 

股票代码： 000750 

法定代表人： 何春梅 

董事会秘书： 刘峻 

证券事务代表： 李素兰 

注册地址：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13 号（邮政编码：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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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国海大厦（邮政编码：

530028） 

电话： 0771-5539038，0771-5532512 

传真： 0771-5530903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ghzq.com.cn 

电子信箱： dshbgs@ghzq.com.cn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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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

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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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为 1,228,983,542 股。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 A股股本结

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配股前 本次发行 本次配股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3,375 0.00008% - 3,375 0.00006%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4,215,538,597 99.99992% 1,228,983,542 5,444,522,139 99.99994% 

股份总数 4,215,541,972 100.00% 1,228,983,542 5,444,525,514 100.00%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09.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6,935,834.95  6,316,712.64  6,600,919.55  6,796,135.50  

负债总额 5,479,261.35  4,912,522.73  5,179,328.28  5,374,763.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1,408,162.91  1,357,296.46  1,375,505.84  1,375,750.97  

少数股东权益 48,410.70  46,893.44  46,085.44  45,620.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56,573.60  1,404,189.91  1,421,591.28  1,421,3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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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276,651.76  212,260.21  265,888.26  383,792.64  

营业成本 193,724.13 197,427.67  208,952.65  243,841.03  

营业利润 82,927.64  14,832.54  56,935.61  139,951.61  

利润总额 82,813.65  14,194.48  56,986.14  142,597.20  

净利润 62,133.25  11,186.97  43,094.47  106,577.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8,238.52  7,314.28  37,576.02  101,551.17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629.52  6,117.19  32,938.87  100,170.5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650.40  -149,613.33  -559,770.46  -527,262.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005.49  96,117.01  32,827.62  -12,424.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652.10  -141,855.18  234,355.04  53,123.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4,105.54  -194,914.32  -292,685.86  -486,460.16  

4、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指标如下：  

报告期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基本每股 稀释每股 

收益 收益 

（元） （元） 

2019 年 1-9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4.21 0.1382 0.13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4.17 0.1367 0.1367 

2018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0.54 0.0174 0.01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0.45 0.0145 0.0145 

2017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2.75 0.0891 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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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2.41 0.0781 0.0781 

2016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7.56 0.2409 0.24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7.45 0.2376 0.2376 

报告期内公司的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9.9.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净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311.58  297.65 294.96 299.72 

净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315.05  304.14 299.32 294.90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75.08  74.21 74.05 74.3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75.91  75.26 74.96 74.68 

每股净资产（元）  3.34  3.22 3.26 3.26 

自营证券比率（%）  298.45  263.25 258.76 211.30 

长期投资比率（%）  1.76  1.19 1.03 1.01 

固定资本比率（%）  1.05  1.10 1.17 1.27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利润率（%）  29.98  6.99 21.41 36.47 

资产收益率（%）  3.62  3.51 4.18 5.15 

营业费用率（%）  47.29  73.52 68.59 56.77 

净利润率（%）  21.05  3.45 14.13 26.4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0.62  -0.35 -1.33 -1.2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7  -0.46 -0.69 -1.15 

注：上表中的财务指标计算公式为： 

1、净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2、净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净资产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总资产-代理买卖证券款） 

4、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股本总额 

5、自营证券比率＝（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债权投

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长期投资比率＝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固定资本比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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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9、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期初和期末的（资产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

的平均余额； 

10、营业费用率＝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 

11、净利润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营业收入 

12、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股本 

13、每股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总股本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

和《2018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规定的分类，公司所属行业为金融

业下属资本市场服务业。自 2011 年 8 月 9 日上市以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

化。 

公司秉承“忠诚、勤俭、专业、创新”的核心价值观，贯彻“诚信、合规、稳

健”的经营理念，凭借良好的股东背景、完善的法人治理，打造高效、灵活的市

场化机制，培育健康、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凝聚团结、敬业、专业的人才团队，

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成立之初业务单一的经纪商成长为主营业务涵盖证

券、基金、期货、私募投资基金等多元业务体系的全国性上市综合金融服务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如下： 

1、零售财富管理业务  

公司致力于构建智能化 O2O 财富管理生态体系，聚焦渠道、产品和服务，

以丰富的产品、专业精湛的财富管理队伍、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模式，整合公司资

源为客户提供涵盖代理开户及交易、理财规划、资产配臵、投资顾问与咨询、大

宗交易、基金运营服务、投资交易风控系统服务等在内的全面财富管理服务。截

至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共设立证券营业 129 家，营业网点覆盖 18 个省级区域，

其中广西区内 71 家，是广西市场拥有证券营业网点最多的证券公司，在广西的

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区域和品牌优势明显。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国海良时期货

开展商品期货经纪业务和金融期货经纪业务，国海良时期货在全国拥 31 家分支

机构，可代理国内所有上市期货品种的交易、结算及交割。 

2、企业金融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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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企业客户需求打造全业务型投行，致力于为各类型、各行业企业提

供优质的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并购重组、新三板挂牌及融资等全生命周期的企

业金融服务，具体涵盖首次公开发行（IPO）、增发、配股、公司债券、企业债券、

可转换债券、金融债券、新三板推荐挂牌、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等多种类型。

近年来公司已先后为全国 450 余家企业提供包括 IPO、再融资、收购兼并在内的

多元金融服务，形成了中小企业 IPO 和再融资等业务特色。 

3、销售交易业务 

销售交易业务主要包括国债、金融债承销、自营投资、金融市场等业务。金

融债承销业务是公司的旗舰业务，保持多年行业领先，为政策性银行等机构提供

金融债承、分销服务。自营投资方面，公司投资于债券、股票和基金等传统证券

投资品种以及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利率互换、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公司打

造固定收益投资业务特色，引进优秀权益类投资团队，构建多元化业务结构，提

升自营投资整体水平。此外，公司以客户需求为驱动，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固定收

益证券及其衍生品做市、资本中介等金融市场服务，构建新的盈利模式。 

4、投资管理业务 

（1）资产管理业务 

公司以“追求绝对收益，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投资回报”为宗旨，致力于打造统

一的投融资资管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富的稳健成长。公司具有行业

领先的资产管理团队，打造投资研究、合规风控、运营保障等核心竞争力，产品

类型与业务种类显著丰富，管理规模和业务收入成倍增长，业务排名大幅提升。

公司搭建涵盖权益投资、资本市场、固定收益、结构金融、同业及非标业务、基

金金融业务等在内的完备产品链。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共管理 27 只集合计

划、71 只定向产品（或单一计划）及 5 只专项计划，受托资产管理规模 1,116.00

亿元。 

（2）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国海富兰克林开展基金的募集和投资管理。国海富兰克

林融合中外股东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融汇全球视野和本土经验，为客户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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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QFII 等服务。截至 2019 年 6 月末，旗下共管

理 32 只公募基金产品和 10 只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管理规模 265.73

亿元，整体投资业绩稳健。 

（3）私募投资基金业务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国海创新资本开展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提供私募基金管

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等服务。国海创新资本围绕“科技创新、健

康生活”两条主线， 聚焦信息技术、先进制造、大消费、健康医疗、节能环保等

国家重点鼓励发展领域，以成长期及成熟期项目投资为主、早期项目投资为辅进

行整体资产配置，投资方式包括 VC、PE、夹层融资、上市公司大宗交易等。截

至 2019 年 6 月末，国海创新资本管理资产规模 165.23 亿元，累计投资 43 家优

秀企业。 

5、信用业务 

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等在内的一站式证券信用融资解决方案，形成了多元化的“海

智融”信用业务产品体系。 

6、其他业务 

（1）研究业务 

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研究报告及其他定制化的投资研究服务。公司研究服务以

宏观策略、行业公司研究、固定收益等研究体系为基石，以为客户投融资提供综

合金融解决方案及广西区域金融综合开发为宗旨，研究服务覆盖了全国 60 多家

公募基金、保险、资管、阳光私募等机构客户和数百家优秀上市公司，凭借专业

勤勉、开拓创新和差异化的服务理念，获得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2）网络金融业务 

公司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推动经纪线下业务线上化，建立了以 PC 端理财终

端、Web 端综合金融门户、移动端 App、微信“三端一微”为核心的多渠道、立

体式互联网金融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综合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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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情况 

（一）配股实施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4,215,541,972 股，本次配售股票发行

1,228,983,54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5,444,525,514 股。 

1、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565

号”文核准。 

2、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配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1 月 3

日（R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发行人总股本 4,215,541,972 股为基数，按

照每 10 股配售 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本次可配售股份数量为 1,264,662,591

股，实际配售股数 1,228,983,542 股。 

本次配股认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1,228,983,542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1,264,662,591 股的 97.18%。 

5、发行方式：本次配股采用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 

6、发行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3.25 元/股。 

7、发行对象：本次配股的配售对象为配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 月 3 日，R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国海证券全体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主要股东广西荣桂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投

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均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

诺，认购股数分别为 282,587,882 股、66,164,071 股、55,125,000 股、47,533,070

股、36,226,908 股、28,497,647 股、4,566,600 股，分别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1,264,662,591 股的 22.34%、5.23%、4.36%、3.76%、2.86%、2.2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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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销方式：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 

9、募集资金数额及发行费用：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4,196,511.50 元，

扣除发行费用（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股份登记费、审计验资费、信息披露费

及其他费用）51,053,223.48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943,143,288.02

元，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大信验字[2020]第 29-00001 号《验

资报告》验证。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22 元/股（按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01 元/股（在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基础上按本次配股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二）本次发行成功后所配售股份的上市 

本次发行成功后，所配售的股份上市日期将于本次配股发行结束、刊登《国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后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安排上市。 

三、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条件 

（一）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 

1、国海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本次配股新增发股份上市的申请； 

2、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已聘请国泰君安作为保荐机构； 

3、本次配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65 号”

文核准，并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完成配股认购工作； 

4、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5,444,525,514 股，公司股权分布仍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5、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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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已按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8、公司不存在其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1、国海证券已按有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本次配股发行的相关公告； 

2、国海证券已就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事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如下

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配股完成后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3）《保荐协议》和国泰君安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本次配股新增股票的登

记托管出具了书面确认文件； 

（6）股份变动及配股上市公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国海证券申请其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配股发行的

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泰君安同意推荐国海证券本次配股新

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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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况，并且与发行人之间不

存在下列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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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机构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的情形； 

3、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需披露的关联关系； 

4、保荐机构及负责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通过本次保荐业务谋取任何

不正当利益； 

5、负责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行

人的股份。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国海证券本次配股发行并上市的保荐机构作出如下承诺： 

1、本机构已按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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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2、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本机构作出如下承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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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的相关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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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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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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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保证保荐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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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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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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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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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泰君安自愿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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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4、国泰君安遵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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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的要求，本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配股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持续督导事项：在证券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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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订有关制度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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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

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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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

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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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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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遵守

《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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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醒并督导发行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以及

《保荐协议》的约定，及时通报信息；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

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保荐机构可根据《保荐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等安排，

调整保荐期间的相关督导工作事项及安排。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名 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松（代） 

保荐代表人：滕强、刘启群 

联系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768 号国泰君安大厦 

电 话：0755-23976360 

传 真：0755-2397036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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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为此，国泰君安同意保荐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同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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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原

A 股股东配售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滕强  刘启群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松（代）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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