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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张江”、“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已

于 2020年 4月 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核同意，于 2020年 5月 1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912 号文注册同意。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与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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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业务规范》（以下简称“《业务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规

定，联席主承销商针对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

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 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

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二） 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发行人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 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方

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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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等与本

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三）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0 年 4 月 3 日，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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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3 日召开 2020 年第 8 次会议已经审议同意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首发）。 

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12 号），同意发行

人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注册申请。 

二、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配售股票数量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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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

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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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

以及实际需要，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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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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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2 
海通资管汇享复旦张江员工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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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月 

3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 个月 

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根据《业务指引》第六条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 亿股以上且不足 4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20 名的规定，本次发行向 3 名战略投资者进行配

售符合《业务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参与规模 

1、根据《业务指引》，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

投”）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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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创投跟投的预计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即 6,000,000 股。

因海通创投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海通创投最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2、海通资管汇享复旦张江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复

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即 12,000,000 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

超过 10,735.20 万元。 

3、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名单如下： 



 

5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股数

（股） 

1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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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  

合计 7,000,000 

4、本次共有 3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5,000,000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83%，其中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的预计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 5%，即 6,000,000 股。符合《实施办法》、

《业务指引》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20 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

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

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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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330000704676287N 

证券简称 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法定代表人 蒋国平 上市日期 2000-07-25 

注册资本 96,553.1842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营业期限 1998-02-11 至 长期 

经营范围 

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兽药的生

产、销售（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销售

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经营许可证》）。 经营进出口业务，医药

相关产业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翻译服务，信息技

术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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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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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员 蒋国平（董事长）、陈晓华（副董事长）、李琰（总裁） 

经核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公司（以下简称“海正药业”）的《营业

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海正药业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

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据此，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海正药业为合法存续的有

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海正药业的出资结构如下： 

 

根据《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浙江海正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正集团”）持有海正药业 33.22%的股权，为海正药业控股

股东；台州市椒江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海正集团 40%股权，为海正药业

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海正药业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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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和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海正药业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海正药业作为“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将依

托自身先进、高标准、规范化的生产技术平台，为复旦张江在原料药供应方面提

供创新药原料药定制、肿瘤药原料药供应等个性化服务，满足其研发需求，加速

复旦张江产品的研发上市。 

2）海正药业子公司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具有优秀的销售团队、广覆盖的销售

网络，2019 年成功代理复旦张江的里葆多（多柔比星脂质体）在中国开展学术

推广，未来双方将在抗肿瘤药等治疗领域进一步合作，就复旦张江在研产品的商

业化上市、学术推广提供助力，扩大复旦张江的品牌影响力，提升其盈利能力。 

3）依托双方现有的研发技术、研发平台及优势领域，开展高端制剂、创新

药的研发合作，如以长效缓控释技术平台、光动力技术平台等为载体，优势互

补，提升研发能力，加速推动创新型的、有特色的、高壁垒的制剂产品的研发上

市，将优质药物带给中国医药市场以及广大病患。 

（5）关联关系 

经核查，海正药业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海正药业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海正药业最近一

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海正药业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

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2、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具体名称 
实际支

配主体 
设立时间 

募集资金 

规模 

（万元） 

参与认购规

模上限（包

括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万元） 

参与比例上

限（占 A股

发行规模比

例） 

管理人 

海通资管汇

享复旦张江

上 海 海

通 证 券

2020 年 5

月 20 日 
10,800 10,735.20 10%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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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10,800 10,735.20 10% - 

注 1：参与比例上限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十九条“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专项资管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

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予以测算。 

注 2：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募集资金规模和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差额用于支

付管理费、托管费等相关费用，该安排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注 3：最终认购股数待 2020 年 6 月 8 日（T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共 35 人参与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是否为发行人董

监高、缴款金额、认购比例等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任职 职务 

缴款金额

（元） 

是否为发

行人董监

高 

专项资管

计划的持

有比例

（%） 

1 王海波 复旦张江 董事会主席、总经理 9,000,000  是 8.33% 

2 苏勇 复旦张江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7,200,000  是 6.67% 

3 赵大君 复旦张江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7,200,000  是 6.67% 

4 李军 复旦张江 副总经理 5,400,000  是 5.00% 

5 杨小林 复旦张江 副总经理 5,400,000  是 5.00% 

6 甘益民 复旦张江 副总经理 5,400,000  是 5.00% 

7 薛燕 复旦张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5,400,000  是 5.00% 

8 王罗春 复旦张江 职工监事、研发总监 2,160,000  是 2.00% 

9 余岱青 复旦张江 职工监事、质量总监 2,700,000  是 2.50% 

10 张文伯 复旦张江 研发中心总经理 4,140,000  否 3.83% 

11 陶纪宁 复旦张江 研发总监 1,980,000  否 1.83% 

12 蒋剑平 复旦张江 研发总监 3,870,000  否 3.58% 

13 沈毅珺 复旦张江 生物技术药物部经理 1,620,000  否 1.50% 

14 管玲玉 复旦张江 
产品规划与知识产权部

高级主管 
1,260,000  否 1.17% 

15 王春祥 复旦张江 生产总监 2,250,000  否 2.08% 

16 张爱民 复旦张江 物流部经理 2,250,000  否 2.08% 

17 盖宇云 复旦张江 设备管理部经理 2,250,000  否 2.08% 

18 秦蕾 复旦张江 营销中心总经理 4,050,000  否 3.75% 

19 金丽威 复旦张江 高级市场总监 3,330,000  否 3.08% 

20 李小武 复旦张江 区域销售总监 2,430,000  否 2.25% 

21 陈峻峰 复旦张江 区域医学事务经理 1,710,000  否 1.58% 

22 郑伟 复旦张江 区域销售总监 1,800,000  否 1.67% 

23 拜耀峰 泰州药业 区域医学事务经理 1,890,000  否 1.75% 

24 邓碧纯 复旦张江 区域销售总监 2,340,000  否 2.17% 

25 但笑森 复旦张江 区域销售总监 1,530,000  否 1.42% 

26 高峰 复旦张江 区域销售总监 1,440,000  否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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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峰 复旦张江 肿瘤事业部总经理 1,080,000  否 1.00% 

28 章雯 复旦张江 财务部经理 2,880,000  否 2.67% 

29 徐大玉 复旦张江 信息管理部经理 1,260,000  否 1.17% 

30 王蓓 复旦张江 行政人事部副经理 2,070,000  否 1.92% 

31 方吟辰 复旦张江 董秘办副经理 2,880,000  否 2.67% 

32 梁俊 溯源生物 总经理 1,080,000  否 1.00% 

33 陈宇 复旦张江 泰州药业副总经理 2,700,000  否 2.50% 

34 魏敏 泰州药业 质量总监 2,250,000  否 2.08% 

35 杨锐安 泰州药业 设备部经理 1,800,000  否 1.67% 

合计 108,000,000  - 100% 

注 1：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总缴款金额为 10,800万元，其中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认购金额上限（包含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 10,735.20 万元。 

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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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终认购股数待 2020 年 6 月 8 日（T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聘请的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

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上

述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海通资管汇享复旦张江员工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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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 

2019年4月26日复旦张江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战略配售计划》的

议案，其中参与人员包括对于实现复旦张江战略目标所需要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获配的股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即不超过 1,200

万股，且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不少于 12 个月，具体人员名单及参

与比例另行约定。关联董事王海波、苏勇、赵大君先生就此议案放弃表决。 

因本次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涉及关联人士参与本计划的获配股数或份额，

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年 6 月 21 日复旦张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关联人士参与 A 股发行

战略配售。 

2020 年 4 月 28 日复旦张江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关

于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战略配售计划》的

议案，批准参与战略配售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名单并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注册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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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立情况 

本次配售共设立 1 个专项资管计划：海通资管汇享复旦张江员工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上述专项资管计划已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依法完成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4）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管理人有权：“（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

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

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业绩报酬（如有）；（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

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制止，并报告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者委

托经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

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

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

等权利；（7）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

他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

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8）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因此，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

划的管理人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能够独立决定资产管理计划在约

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

的实际支配主体，并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确认，并经核查，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系为本次

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且均已按照

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均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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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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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参与人员的书面承诺，参

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3、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100005947314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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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建龙 

注册资本 4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4 月 24 日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 774 号 2 幢 107N 室 

营业期限自 2012 年 4 月 24 日 营业期限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投资，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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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时建龙、余际庭、常红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海通创投控股股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海通创投作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为参

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业务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海通创投系海通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海通创投与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存在关联关系；海通创投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海通

创投与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了海通创投提供的最近一个年度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

财务报告，海通创投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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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同时，海通创投出具承诺，海通创投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

有资金。 

（二）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签署了战略配售协议，约定了申购款项、缴款

时间及退款安排、锁定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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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一般战略投资者目前合法存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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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下属企业，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

者的标准，同时分别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二）、或者（三）项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 

2、海通创投目前合法存续，作为海通证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符合发

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3、复旦张江专项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符合发行

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海通资管汇享复旦张江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所有投资者均

为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

定》等监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该资管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认购门槛为 100

万元，成立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元，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

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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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核查意见 

联席主承销商聘请的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一）本次战略配售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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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 

（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

格。 

（四）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

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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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

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其中《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1）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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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联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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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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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员工持股计划和证券投资基金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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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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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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