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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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 号”文核准，江苏爱朋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朋医疗”、“发行人”或“公司”）2,02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已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爱朋医疗已

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认为爱朋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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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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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Apo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资本：6,060 万元 

公司住所：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侧 

经营范围：三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二类 6864 医用

卫生材料及敷料、6870 软件生产；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

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电脑设备销售；日用品生产、销售；软件开发、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

除外）；医疗器械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市场调研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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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营业务 

公司是专业从事疼痛管理及鼻腔护理领域用医疗器械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微电脑注药泵、一次性注药泵、无线镇痛管理系

统、脉搏血氧仪及传感器等疼痛管理领域用医疗器械和鼻腔护理喷雾器等鼻腔护

理领域用医疗器械。其中，疼痛管理领域用医疗器械主要用于术后、分娩、癌症

等临床治疗中药液的输注和监测，缓解患者疼痛；鼻腔护理领域用医疗器械主要

用于缓解患者鼻腔干燥、鼻塞、鼻出血等不适症状。 

（三）设立情况 

公司系由南通爱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 

1、爱普有限设立情况和设立方式 

爱普有限系由新象股份、潘世明等 20 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爱普有限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38.50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爱普有限于 2001 年 10 月 30 日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如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6232101077）。 

2、股份公司设立情况和设立方式 

公司系经爱普有限股东会决议，由王凝宇、张智慧、黑科创投等 19 名爱普

有限股东作为发起人，以爱普有限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净资产，按照 3.185:1 的比例折合为 6,060.00 万股整体

变更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372933999XT）。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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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364,015,806.64  333,255,051.54  294,506,533.97 180,282,894.32 

流动资产 243,207,844.60  234,443,000.58  201,129,516.96 128,034,155.16 

非流动资产 120,807,962.04  98,812,050.96  93,377,017.01 52,248,739.16 

负债总额 50,874,413.61  53,870,542.79  64,920,050.61 34,881,555.95 

流动负债 48,239,972.98  53,150,494.02  64,920,050.61 34,881,555.95 

股东权益 313,141,393.03     279,384,508.75  229,586,483.36 145,401,338.37 

2、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131,661,146.69 246,922,317.24  198,301,574.73 153,515,561.16 

营业成本 32,730,286.07  62,281,736.63  50,945,322.89 40,125,154.45 

营业利润 40,573,900.08 70,694,457.32  49,112,428.39 27,344,328.42 

利润总额 39,560,612.48  69,756,345.36  57,486,003.85 33,438,342.13 

净利润 33,756,884.28 60,198,025.39 49,305,144.99 29,702,617.71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33,287,292.64  57,921,514.33  47,703,318.95 28,898,908.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31,503,950.33  55,527,932.91  45,577,543.34 40,318,949.70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65,033.01 67,075,966.07 60,968,921.04 38,077,490.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67,796.69 -28,426,509.54 -20,255,189.83 3,987,609.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0,400,000.00  26,729,572.16 19,826,264.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379,896.94 28,100,937.89  67,639,687.84 61,914,516.54 

4、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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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比率 5.04 4.41 3.10 3.67 

速动比率 4.53 3.95 2.76 3.1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78% 11.64% 18.02% 14.3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04 4.49 3.69 -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扣除土地使用权等） 6.52% 8.15% 11.97% 0.07%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存货周转率 1.34 2.76 2.99 3.03 

应收账款周转率 3.96 7.56 6.12 5.3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328.73 5,792.15 4,770.33 2,889.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3,150.40 5,552.79 4,557.75 4,031.8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459.26 7,956.56 6,654.21 3,668.84 

利息保障倍数 - - 1,392.46 257.9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1 0.46 1.12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57 1.11 1.01 - 

5、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的经营状况 

（1）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报告期的审计截止日为2018年6月30日，针对截至2018年9月30日之财务

情况，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阅报告》。公司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天健审〔2018〕8016号）：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01,702,120.53 159,908,275.89 

营业利润 59,285,532.09 44,851,716.14 

利润总额 59,960,908.39 43,130,979.92 

净利润 50,559,522.49 34,199,834.41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49,577,531.35 32,829,14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6,675,048.88 31,505,185.71 

（2）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2018年6月30日）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

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所处行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业务模式和

客户结构均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稳定，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可能影响投资判断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所处行业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稳定，亦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060.00 万股，本次发行 2,020.00 万股，本次发行

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一）发行概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 2,0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25.00%，网上发行 1,81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网下发行 20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4、发行价格：15.80 元/股 

5、市盈率：22.99 倍（每股收益按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5.04 元（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03 元（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7、市净率：2.25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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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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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 1,818 万股 , 有效申购股数为



57,927,470,500 股，配号总数为 115,854,941 个，中签率为 0.0313840736%，有效

申购倍数为 3,186.32951 倍；本次网上发行余股 72,978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202 万股，网下发行余股为 1,707 股， 全部由主承销商包

销。 

9、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自然人、法人等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承销方式：余股包销 

11、募集资金金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1,916.0000 万元。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450 号）。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凝宇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则上述价格将作相

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

延长六个月； 

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行相应调

整），减持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5%，拟减持股份的，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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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股 5%以上的股东张智慧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则上述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

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减持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5%，拟减持股份

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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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持股 5%以上的股东黑科创投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减持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企业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上

述两年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在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以市价进行减持。本

企业拟减持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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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东张乃之、尹学志、朋众投资、鱼跃科技、国鸿智臻、天峰启航、建

华创投、爱普投资、缪萌、李小兵、顾德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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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叶建立、关继峰、孙祖

伟、沈琴、王咸荣、李庆、缪飞、袁栋麒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上述价格

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

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

的发行价（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上述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减持公司股份不得超过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拟减持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

告。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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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顾爱军、栾建荣、陈建华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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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朋医疗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本次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8,08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3、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占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00%，不低于 25%； 

4、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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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除本保荐机构因余股包销持有发行人少量股份外，本保荐机构或本保荐

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本保荐机构或本

保荐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拥有

发行人权益，也未在发行人任职；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除本次证券发行的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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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委托，本机构组织编制了

本次申请文件，并据此出具本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书。 

（二）本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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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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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三）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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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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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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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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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高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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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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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人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

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人，本

保荐人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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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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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

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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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19 楼 

保荐代表人 李宗贵、钟得安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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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认为：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广发

证券同意担任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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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附：承销暨保荐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