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车检测”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情况如下： 

一、安车检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许可【2016】2619 号）核准，安车检测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670,000 股，发行价格为 13.79 元/股。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2016〕861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16,670,0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 50,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为

66,670,000 股。 

2017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完成授予 88

名股权激励对象共计 584,0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后，总股本由

66,670,000 股增加至 67,254,000 股。 

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67,25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50 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股利为人民币 16,813,5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共计转增 53,803,2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21,057,200 股。 

2018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可

解除限售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实施完毕，调整后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51,200 股，授予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5.76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调整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为

30%。公司 88 位激励对象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解除限售股份可

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6 月 15 日，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15,36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05%。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换届选举，新任职工监事周娜妮通

过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限制性股票 5,000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完成后其持有限制性股票 9,000 股，已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完成其第一期解锁

股票 2,700 股上市流通，2018 年 10 月 8 日换届选举完成后按照规定为其所持有

的无限售条件股份中的 1,350 股办理了高管锁定。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解除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股数量为 477,0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本次解除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本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2019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议案》，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符

合解锁条件的84名激励对象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期解锁相关事宜。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04,0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日为 2019 年 6 月 14 日。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21,057,2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股本总数发生

变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王帅帅、喻晓离职，公司原激

励对象栾海龙、周娜妮新任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

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 4 人合计持有的 26,46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15.76 元/股。2019 年 6 月 17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公司注销完成后总股本由 121,057,200 股变更为 121,030,740 股，根据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以回购注销完成后的总股本

121,030,74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4,206,148.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93,649,184 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93,649,184 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为 102,945,8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0,703,2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4%。 

二、安车检测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贺宪宁、云南智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

深圳市车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智辉”）、浙江华睿中科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睿中科”）、浙江华睿德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睿德银”）、王满根、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创业”）、南



京华睿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睿环保”）。 

（一）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

况如下：  

1、股份限售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或间接股东贺宪宁、董海光、沈

继春、庄立、敬天龙、李云彬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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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月内申报离

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如其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

持有的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贺宪宁、云南智辉承诺：自安车检测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华睿中科、华睿德银、王满根、中洲创业、华睿环保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上述 5 名股东的股份限售承诺已履行完毕。 

2、股份减持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贺宪宁承诺：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份。对于本人在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

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届满后的

两年内，如因自身需要确需减持股份的，本人将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

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且

在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2%。若公司股票

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云南智辉承诺：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

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届满后

的两年内，本公司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减持价格不低于本

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将

作相应调整。 

华睿中科、华睿德银承诺：对于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公

司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

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本公司每年减

持数量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5%，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

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华睿环保、中洲创业承诺：对于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公

司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

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本公司合计减

持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80%，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前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

产。 

王满根承诺：对于本人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

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

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本人合计减持不超过所持股份总

数的 70%，减持价格不低于减持前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公司主要股东承诺减持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如违反上述承诺，公司主要股东承诺将出售相关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

上缴公司。如未履行收益上缴义务，则公司有权停止向其发放现金分红，直至按

承诺履行完毕为止。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贺宪宁、云南智辉、华睿中科、华睿德银、王满根、中洲创业、华睿环保承

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生产的产品及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

企业。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本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

任何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其他企业。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本人/本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

围，本人/本公司将不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本公司将以停止生产

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公司经营的方

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在本

人/本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如上述承诺被证

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本公司将向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公司董事会将监督公司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

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已发行的部分股份，数量为

102,295,1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8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7 名，其中机构股东 5 名，自然人股东

2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备注 

1 贺宪宁 53,996,544  53,996,544 3,872,983 注 1 

2 云南智辉 26,998,272  26,998,272 6,749,568 注 2 

3 华睿德银 7,251,768  7,251,768 7,251,768  

4 华睿中科 7,251,768  7,251,768 7,251,768  

5 王满根 3,214,080  3,214,080 3,214,080  

6 中洲创业 2,142,720  2,142,720  2,142,720   

7 华睿环保 1,440,000  1,440,000  1,440,000   

 合计 102,295,152 102,295,152 31,922,887  

注1：贺宪宁先生持有安车检测股份共计53,996,544股，其中10,656,000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贺宪宁先生系公司董事长及首次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根据相关规定以及承诺，限

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其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任职期间其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为3,872,983股； 

注2：云南智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安车检测股份共计26,998,272股，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股5%以上股东，根据相关规定以及承诺，限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其每年减持数量不

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25%，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6,749,568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02,945,888 53.16 -102,295,152 650,736 0.34 

高管锁定股 2,160 0.00 - 2,16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648,576 0.33 - 648,576 0.33 

首发前限售股 102,295,152 52.82 -102,295,152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90,703,296 46.84 102,295,152 192,998,448 99.66 

三、总股本 193,649,184 100.00  193,649,184 100.00 

五、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安车检测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

了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安车检测与本次限售股

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安车检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安车检测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刘  茜                    李志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