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904号”文核准，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113.5355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已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刊登招

股意向书。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我公司认为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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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dong Insight Brand Marketing Group Co., Ltd. 

注册资本 
63,406,065 元（本次发行前） 

84,541,420 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王建朝 

成立日期 2002年 9月 9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6年 5月 9日 

公司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号发展中心 20楼 

邮政编码 510623 

公司电话 020-62606006 

公司传真 020-62606006 

互联网网址 http://www.gdinsight.com/ 

电子信箱 zqsw@gdinsight.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系的部门 
证券事务部 

信息披露负责人 易旭晖 

信息披露负责人联系电话 020-62606006 

信息披露负责人传真 020-62606006 

所属行业 依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



 

 

司所处行业属于“L72，商务服务业”。 

经营范围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公司礼仪服务；公

共关系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广告

业；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整合营销传播服务，业务范围涵盖品牌管理、数

字营销、公关传播及媒介代理四大类。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 

发行人为客户提供整合营销传播专业服务，业务范围涵盖品牌管理、数字营

销、公关传播及媒介代理等四类服务，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品牌营

销智慧服务集团，助力客户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领导品牌”。 

品牌管理是公司的核心主营业务，该业务以塑造品牌形象、推动品牌的市场

销售并累积提升品牌的价值为目标，为客户提供品牌战略规划、整合营销传播策

划、传播内容的创意设计制作等一类或多类服务。为协助客户进行品牌战略的落

地实施和品牌传播内容的落地传播，发行人还为客户提供包括数字营销、公关传

播和媒介代理在内的整合营销传播综合服务。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和媒介代理是

发行人的延伸主营业务，数字营销是针对客户在数字媒体上的营销推广目标和需

求，为客户提供数字媒体互动传播内容的创意设计制作和数字媒体社区用户运营

服务。公关传播业务是指基于客户的品牌战略和整合营销传播策略计划，为客户

提供整合性的公关传播和公关活动的策划与执行服务。媒介代理业务是为客户提

供各种营销传播内容（例如广告等）的媒介投放策略与计划、媒介投放预算分配、

媒介投放排期制定、媒介投放资源采购、媒介投放实施、媒介投放监测及传播效

果评估等一系列服务。 

上述各类服务的主要交付成果及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业务

类型 
明细分类 交付成果/主要服务描述 项目举例 

品牌

管理 

品牌战略规

划 

行业与市场研究报告、消费者洞察研究报

告、企业内部及品牌诊断分析报告、品牌战

略定位及价值体系规划报告、品牌视觉识别

系统设计、品牌中长期发展规划报告、品牌

营销传播体系规划报告等 

广东省旅游局品

牌战略咨询项目 



 

 

整合营销传

播策划 

年度营销传播策略及具体方案、阶段性营销

传播推广方案、各营销节点的营销传播推广

方案、基于具体市场营销目标的传播推广方

案等 

美的净水器年度

传播推广方案、

阶段性推广方案 

各种营销传

播内容的创

意设计制作 

电视广告、视频广告、微电影广告、电台广

告、平面广告（报纸、杂志等）、户外广告、

海报、销售终端的宣传物料、产品画册、企

业宣传片、品牌的视觉识别设计、卖场终端

的形象设计等 

华为手机、腾讯

游戏等产品的视

频广告、平面广

告 

数字

营销 

数字媒体互

动传播内容

的创意设计 

官网页面创意制作、互动营销数字内容制作

（例如，微信小程序、数字邀请函、H5）等 

元气寿司微信小

程序 

数字媒体上

的用户运营

服务 

官网内容维护、专题活动策划设计（例如新

手攻略、节假日推广互动、游戏攻略专题

等）、社区用户运营（例如论坛内容更新、社

区话题活动）、网站监控等 

腾讯《火影忍

者》官网运营 

公关

传播 

公关事件传

播 

公关方案策划、公关传播内容创意制作、传

播执行、效果评估 

神州孕妈专车广

深地区事件营销 

活动策划执

行 

公关活动方案策划、邀请嘉宾、活动文案撰

写、活动现场的管控与协调等 

华帝股份足球明

星亨利直播活动 

媒介

代理 
媒介代理 

媒介分析、媒介规划、媒介采购、播放效果

监控等 

欧派家居户外广

告投放 

（三）公司设立情况 

1、因赛有限的设立方式 

2002 年 9 月，王建朝、李明共同出资设立因赛有限。2002 年 9 月 9 日，因

赛有限在广州市工商局办理设立登记，取得了注册号为 4401022001054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因赛有限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王建朝 50.50 50.00% 

2 李明 50.50 50.00% 

合计 101.00 100.00% 



 

 

2、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由因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2016 年 5 月 3 日，发行人

召开创立大会,同意以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经立信审计（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372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55,720,177.62 元为基础，按照 1:0.9871 的

比例折股为 5,5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净资产超过股本的部分，计入股份公司

资本公积金，各发起人按照现有的持股比例，确定各自在股份有限公司所占股份

比例。 

发行人设立时，各发起人认购及实缴股份数、持股比例及出资方式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及实缴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因赛投资 16,544,000 30.08% 净资产折股 

2 王建朝 16,065,500 29.21% 净资产折股 

3 李明 16,065,500 29.21% 净资产折股 

4 橙盟投资 6,325,000 11.5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55,000,000 100.00% -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0,881.47 27,264.42 23,743.31 

非流动资产 10,247.46 8,593.55 5,589.89 

资产合计 41,128.93 35,857.96 29,333.20 

流动负债 10,374.96 11,665.24 8,489.76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10,374.96 11,665.24 8,489.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30,729.22 24,165.91 20,800.86 

股东权益合计 30,753.97 24,192.72 20,843.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41,128.93 35,857.96 29,333.2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42,344.63 33,382.87 29,867.38 

营业利润 7,837.12 5,815.86 5,123.20 

利润总额 8,143.87 5,840.00 4,815.18 

净利润 6,568.05 4,674.41 3,358.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7.00 4,696.57 3,462.4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2.33 5,440.49 2,252.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5.30 -3,258.24 -2,967.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92 -1,505.28 6,047.9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18.10 676.97 5,332.59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 月 31

日/2017年度 

2016年 12月 31

日/2016年度 

流动比率（倍） 2.98 2.34  2.80 

速动比率（倍） 2.85 2.31 2.75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17.79 27.84  28.9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38 2.90  4.12 

存货周转率（次） - -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8,137.18 5,826.05  4,872.0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6,567.00 4,696.57  3,462.4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万元） 

6,080.01 4,555.26  3,790.35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量（元/股） 
0.58 0.86  0.3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32 0.11  0.8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85 3.81  3.28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

（%） 
0.07  0.07  0.06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63,406,065 股，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21,135,355股，占发行后总股数的比例为 25%，发行后总股本为 84,541,420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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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21,135,355 股，

占发行后总股数的比例为 2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

份。 

4、每股发行价：16.53元/股 

5、发行市盈率：22.98倍（每股收益按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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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元/股（按 2018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24元/股（按 2018 年 12 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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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市净率：2.28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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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435,43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71,432,034,000 股，配号总数为 142,864,068 个。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210.535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9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0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04%。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266407086%，有效申购倍数为 3,753.65391倍；本次网上发行余股 76,491股，

网下发行余股为 1,992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10、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认购对象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

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11、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2、募集资金金额：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4,936.74 万元，净额 30,520.21

万元。 

13、发行费用概算（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费用与承销费用 3,140.2224 

审计费用与验资费用 599.0189 

律师费用 201.8868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30.1887 

发行手续费用 45.2160 

发行费用合计 4,416.5328 

（二）关于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的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1）王建朝、李明 

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建朝、李明就股份锁定事项的承诺内

容如下： 

自因赛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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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因赛集团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因赛集团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因赛集团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因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9 年 12

月 6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因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

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因赛集团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述期间发生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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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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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因赛投资、橙盟投资、旭日投资 

因赛投资、橙盟投资、旭日投资作为发行人股东，就股份锁定事项的承诺内

容如下： 

自因赛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因赛集团回购本公司/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因赛集团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因赛集团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因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9 年 12

月 6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因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

公司/企业直接及间接持有因赛集团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上述期

间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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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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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讯创投、汇德投资、星辰鼎力、陈岱君、李东英 

科讯创投、汇德投资、星辰鼎力、陈岱君、李东英作为发行人股东，其就股

份锁定事项承诺内容如下： 

自因赛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因赛集团回购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且自本企业/本人经工商变更登记为因赛集团股东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因赛集团回购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因赛集团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未履行股份锁定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建朝、李明及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东因赛投资、橙盟投资、

旭日投资未履行股份锁定的约束措施为：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购回违反本承诺减

持的股票；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因赛集团所有；同时，

将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3、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王建朝、李明 

王建朝、李明就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内容如下： 

在因赛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以后，在本人担任

因赛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因赛集团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因赛集团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

间接持有的因赛集团股份。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应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规定。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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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 

本人拟长期持有因赛集团股票，在本人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如

本人拟转让持有的因赛集团股票，则每十二个月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因赛集

团股票数量的 15%，且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

权处理）；在本人所持因赛集团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因赛集团的股份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因赛集

团股份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因赛投资、橙盟投资 

因赛投资、橙盟投资就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内

容如下： 

本公司/企业拟长期持有因赛集团股票，在本公司/企业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二

十四个月内，如本公司/企业拟转让持有的因赛集团股票，则每十二个月转让数

量不超过本公司/企业所持因赛集团股票数量的 100%，且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在本公司/企业所持因赛集团股份锁

定期届满后，本公司/企业减持因赛集团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减持本公司/企业所持有的因赛集团股份时，应提前三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4、未履行股份减持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建朝、李明未履行减持承诺的约束措施为：如本人违反

上述承诺的，将自愿将减持因赛集团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因赛集团。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因赛投资、橙盟投资未履行股份减持承诺的

约束措施为：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的，将自愿将减持因赛集团股票所获得的收

益全部归属于因赛集团。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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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

行；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8,454.142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113.5355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不低于 25%；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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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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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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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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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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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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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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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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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关联

交易为发行人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

导发行人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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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

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适时审阅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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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

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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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号 618室 

联系电话  020-66338888 

传真  020-87553600 

保荐代表人  李锐、吕绍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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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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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发行人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广发证券同意担任因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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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李锐            吕绍昱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