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有方科技”、“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有方科

技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

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

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有方科技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

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有方科技业务情况，

对有方科技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

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

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 

在持续督导期间有方科技未发生按有

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开发布声明的违

法违规行为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

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

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

人采取的督导措施 

在持续督导期间有方科技未发生违法

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

海证券交易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有方科

技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导有方科技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

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

外投资、控股子公司管理等重大经营决

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有方科技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有方科

技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

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用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导有方科技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

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

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

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

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

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

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有方科技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

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有方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

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

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有方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

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

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保荐机构检索及核查，不存在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作

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

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

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

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 
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

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

苏或保荐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0年上半年，有方科技加大研发和销
售投入，公司积极拓展客户及业务机

会，2020年半年度产品的国内销量及对
应收入同比上升。但受“新冠疫情”及

全球经济形势变动影响，公司以欧美市

场为主的无线通信终端收入下降幅度

较大，使得净利润同比下滑且净利润为

负。 
保荐机构建议有方科技应根据所处行

业发展及海外疫情等情况对未来经营

进行详细分析，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及

风险提示。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

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

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

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

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

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

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 
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

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

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0年 1-6月，保荐机构未发现有方科
技存在前述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发现的问题 

报告期内（2020年 1-6月），公司营业收入 27,890.21万元，同比下降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9.95 万元，同比下降 233.33%。2020 年上半

年，公司根据发展规划加大研发和销售投入，成功开拓多个物联网细分领域应用

市场：其中，在智慧能源领域，公司和合作伙伴一起拓展了沙特等海外国家的智



能电网市场，公司 NB模块实现了在国内智能水表市场出货量的大幅增长，占据

了智能水表领域较为领先的市场地位；在车联网领域，公司的车联网前装模块实

现了批量出货，也与美国 Harman、欧洲某知名 TSP厂商共同合作，进行车联网

后装新产品定制开发工作。但受“新冠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变动影响，公司以欧

美市场为主的无线通信终端收入下降幅度较大，使得公司半年度净利润为负。 

（二）整改的情况 

保荐机构建议有方科技应根据所处行业发展及海外疫情等情况对未来经营

进行详细分析，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及风险提示。提请有方科技有效使用募集资

金，加强对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管理，尽快实现募集资金效益。对于 2020年上

半年亏损的情况，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890.2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649.95万元。2020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发展规划加大研发和销售投入，

成功开拓多个物联网细分领域应用市场，但受“新冠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变动影

响，公司以欧美市场为主的无线通信终端收入下降幅度较大，使得公司半年度净

利润为负，全年度净利润亦存在不确定性。 

（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与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无线通信模块的研发设计及更新升级需要对基带、射频、无线通信协议、信

息加密、算法工程等多项技术有深入的理解，市场上具有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相对稀缺，核心技术团队发生较大变动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存在较大影

响。另外，发行人的产品均由外协加工厂代工生产，可能会出现核心技术泄密的

风险。若未来发生较大规模的核心技术人员流失或核心技术外泄，将对公司产品

的研发进程、市场地位及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三）研发失败未能形成产品或实现产业化的风险 



公司为研发驱动型企业，将资源集中于研发。公司的研发团队基于对复杂的

无线蜂窝通信技术的掌握，根据物联网的场景需求进行应用创新和产品开发。如

果由于研发失败未能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者研发的同类型产品由于耗时

远长于竞争对手或成本偏高，未能抢占市场，无法实现产业化，将对公司的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四）5G技术运用带来的产品技术迭代的风险 

5G 是目前蜂窝通信最前沿的演进技术，未来 5G 的大规模应用将会产生大

量的物联网应用新需求。如果公司在未来 5G技术大规模运用中未能针对新的应

用场景持续成功地进行技术及产品研发并及时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将对公司业

务的长期持续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在 2020 年上半年研发并推出了基于国产芯片的 5G 无线通信模块，同

时“5G 无线通信模块和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募投项目的其他 5G 产品仍

在研发过程中。如果公司在 5G技术运用中未能成功进行技术及产品研发并及时

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将对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效益和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主要原材料芯片依赖进口的风险 

芯片是公司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公司芯片类原材料最终来源主要为境外厂商，

比如高通、联发科、三星等。在物联网行业中，上述芯片生产厂商掌握核心生产

技术，而国内芯片供应商的大规模进口替代需要规模化量产和应用进行验证；且

在短时间内市场中可替代的芯片供应商较少；加之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增速

放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略有抬头之势，若未来因国际贸易摩擦导致芯片供应不

足，或海外原材料供应商销售策略和销售价格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将对公司的

原材料供应及产品成本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会面临盈利水平下滑的风险。 

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确定基带芯片及其他芯片、电子元器件的选型，目前，

随着国内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进程的深入，翱捷、展锐等公司研发实力的提升，

公司采购的芯片从性能上不存在绝对不可替代的情况，并且在具体的工业应用上

已经出现了成熟设计、小批量应用的产品。但公司仍无法排除在异常极端情况下，

美国对中国实行芯片全面禁运，公司无法获得高通等关键芯片，将会造成公司在



替代产品开发、认证周期内，存在无法继续为现有主要客户尤其是北美市场客户

提供产品的情况，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应收账款持续增加。公司智能电网领域

主要直接客户为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最终客户主要为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等国

有电力企业，由于行业惯例和终端客户特殊性使得应收账款坏账损失风险较低但

回款周期普遍较长。应收账款是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金额较大的应收账款

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对公司运营效率带来不利影响。

若出现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过长、不能按期收回或主要客户财务状况出现恶化，公

司将可能面临一定的坏账损失风险，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七）存货跌价的风险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根据在手订单及对销售预测情况进行相

应备货。但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原因，公司在报告期内增加了相关原材料的备货。

公司的存货主要为各类电子产品，受到技术进步、市场竞争、电子产品生命周期

等因素的影响，电子产品的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存

货金额可能会增加，若公司的存货管理出现问题，存货周转期变长，公司的存货

将存在跌价的风险。 

（八）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国家电网、中国铁塔等大型国企的上游供应商，上述企

业在采购定价、付款时间等方面占有主动地位，平均付款周期较长，从而使得公

司应收账款回款时间偏长；同时，公司的主要原材料芯片生产厂商给予下游客户

的账期较短。因此公司上下游的付款及收款结算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在公司营业

收入增长的情况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未来随着业务规模的进

一步扩大，若公司不能有效控制应收账款回款速度及存货周转速度，持续强化现

金流管理或银行借款等融资渠道筹集资金不及时，则公司的资金周转将面临一定

的压力，从而对公司经营和业务扩张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九）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随着通信制式的不断迭代，同一制式下的模块产品毛利率会随着技术不断成

熟而有所下降：当 4G技术在物联网行业大规模商用初期，公司率先推出 4G全

网通物联网无线通信模块，因此在 2016年度获得较高的产品毛利率，但随着 4G

技术在物联网行业的应用日渐成熟，公司无线通信模块毛利率趋于稳定并有所下

降。未来随着现有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在不考虑新的下游应用领域或新技术

对无线通信模块产生新需求的前提下，公司现有无线通信模块产品的毛利率存在

进一步持续下降的风险。 

公司目前无线通信终端产品中销售占比较高的车联网 4G 智能 OBD 主要面

向欧美高端市场，竞争相对缓和。未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新竞争对手的进入，

公司无线通信终端相对较高的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十）如高通返利政策变化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 

返利政策系高通等芯片厂商长期以来的市场开拓策略之一，公司与其他物联

网模块厂家一样，根据芯片厂商的采购价格、返利情况、及客户和应用领域等因

素综合制定相关产品的价格策略。如因贸易摩擦加剧或其他因素，使得高通针对

公司大幅调整或取消返利政策，将可能在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造成

重大影响。 

（十一）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物联网细分行业众多，通过无线通信模块传输信息数据维度广泛，客观上吸

引潜在市场竞争者进入该行业的角度和方式也多种多样。随着行业市场竞争的逐

步加剧，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资源支撑的企业将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如

果公司不能保持现有的竞争优势和品牌效应，则有可能导致公司市场份额减少，

进而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负面影响。 

（十二）产品应用领域和客户集中度较高及新应用领域开拓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智慧能源及车联网领域，存在应用领域和相

关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虽然公司与上述客户已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但若宏

观经济变化、未来因产业政策调整、行业景气度下滑导致市场增速放缓，或公司

产品和服务质量不能持续满足客户要求，造成订单减少，且公司未能成功拓展新



的应用领域和客户资源，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发新的产品应用领域，但物联网细分应用领域众多，

为满足部分新市场需要，并保持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公司需投入大量研发资源。

若公司无法准确获取市场需求，或研发项目未能顺利推进，产品可能无法获得新

应用领域认可，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三）上游芯片技术发展带来的产品技术迭代的风险 

在物联网领域，大部分带无线通信功能的终端设备均主要采用应用处理器与

Modem 模块（基带处理器及相关硬件和软件包，负责设备的无线通信功能）相

结合的“Modem 模式”，公司的无线通信模块产品也主要通过该种模式应用于下

游终端设备。随着半导体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工艺水平飞速的发展，集成电路性能

得以大幅提升，单个微处理器芯片能够实现的功能越来越多。目前半导体芯片厂

商在通用的基带芯片之外已推出包含无线通信功能及外带智能处理器的集成芯

片（简称 SOC芯片），采用“SOC模式”的智能终端设备将不需要另行搭载Modem

模块。SOC 芯片目前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和部分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领域，未

来若大量应用于物联网终端设备，将对公司和物联网无线通信行业现有主流技术

模式有所影响。 

（十四）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 

公司出口美国的产品主要为向 Harman 销售的 4G 智能 OBD 终端。中美贸

易摩擦未对公司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但未来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将

可能对公司的境外销售和经营业绩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十五）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对全球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我国内部疫情控

制得当，但防控输入性病例依然有很大的压力，且海外国家受疫情影响较大。疫

情影响包括公司在内的电子行业上游供应链体系，同时也影响着公司下游应用领

域市场。除新冠肺炎外，全球及国内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宏观环境的诸多不确定

因素影响。若疫情持续发展，宏观经济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将对全球经济和各个

行业都造成严重伤害，进而对公司的业绩造成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年 1-6月，有方科技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年 1-6月，有方科技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78,902,084.26 339,904,721.24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99,525.97 19,875,221.75 -2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33,671.17 17,965,589.90 -26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720,824.05 75,930,679.59 -249.77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1,419,656.62 512,682,353.13 73.87 
总资产 1,333,524,851.40 988,246,574.50 34.94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0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0 -2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34 0.27 -22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4.39 减少7.5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3.53 3.97 减少7.5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4.44 7.62 增加6.82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为 27,890.21 万元，同比下降 17.95%，主要系公司以欧美市场

为主的无线通信终端收入下降速度较大。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49.95万元，主要原因是：2020年上

半年，公司根据发展规划加大研发和销售投入，研发及销售费用同比增加约 2,300

万元；研发和销售的投入使得公司成功开拓多个物联网细分领域应用市场，国内

收入同比上升，但由于海外“新冠疫情”持续反复的影响，公司以欧美市场为主

的无线通信终端收入下降幅度较大，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上年度末增加 73.87%，主要是收到上市

融资款。 

4、总资产较上年度末增加 34.94%，主要是收到上市融资款。 

5、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

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以上说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核心竞争力情况如下： 

（一）核心团队稳定，对无线通信有深厚理解 

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一直致力于为产业物联网提供稳定可靠的接入通信产

品和服务，多年共同创业经历使团队拥有较强的凝聚力，核心管理团队稳定。公

司核心技术团队平均拥有 10年以上的通信行业从业经验，对无线通信有着深刻

理解。团队成员曾为公司的产品和核心技术的研发作出过重要贡献或对未来重点

布局的应用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并先后在公司核心研发岗位或产品线上担任过重

要职务。公司还进一步完善研发体系和流程建设，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人

才结构，引进了关键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目前已形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备、踏

实肯干、创新意识较强的优秀团队。 

（二）公司具备无线通信的技术能力 

无线通信模块的研发和使用需要核心基础技术的支撑，既要精通蜂窝通信技

术，还需要拥有较强的底层协议、基带和射频技术、与硬件紧密结合的嵌入式软

件技术和云平台开发应用能力。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掌握并精通 5项核心

基础技术，在此基础上开发 11 项核心应用技术，凭借核心技术形成了自主研发

的技术成果。 

（三）经过在物联网各个行业的长时间耕耘，公司能真正理解不同行业的需

求 

物联网涉及到的行业非常广泛，每个行业对通信的需求都有差别，所以对解

决方案和软件的要求都存在差异化。在合适的时间，采用合适的技术，根据不同



的行业、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不同的产品，提供不同的硬件、软件解决方案满足客

户的需求，这需要时间积累和技术沉淀。例如，工业设备在无人值守情况下需要

质量稳定性，公司产品具有在线率高、故障率低、内置远程升级功能的优点；又

如，恶劣运行环境下的外场设备需要可靠性，公司产品具有超宽温度范围和强大

的防静电能力，保证了设备的正常运行。 

在深刻理解客户行业特点和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公司能够为客户定制化开发

产品，并形成技术相对先进性，尤其是在智能电网和 4G 智能 OBD 领域，公司

处于领先水平。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有方科技是以研发和技术为核心驱动的企业。2020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

4,028.17 万元，同比上升 55.43%；研发费用占同期收入比例为 14.44%，与去年

同期相比上升 6.82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2020 年上半年，有方科技以募集资金投资项项目为主线开展研发工作。截

止报告期末，公司专利数 37项，软件著作权数 65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105,104,999.45元（不包括尚未执行置换的前期投入金额，下同），其中以前年度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0.00 元，2020 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05,104,999.45 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313,996,113.67元，募集资金余额包

含以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250,600,000.00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466,422,000.00 
减：支付发行有关费用 50,707,246.00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105,104,999.45 
其中：研发总部项目 1,249,456.00 

4G及 NB无线通信模块和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604,297.56 
5G无线通信模块和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360,451.14 
V2X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82,622.40 
补充流动资金 100,508,172.3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386,359.12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313,996,113.67 
注 1：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拟置换资金 2843.21万元。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该款项尚未从募集资金监管户中转
出。 
注 2：公司承诺的补充流动资金为 10,000 万，实际转出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包含了部分理
财、利息收益。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东莞银行松山湖科技支行 530003901003540 15,841,221.48 

东莞银行松山湖科技支行 530003901003541 134,024.16 

杭州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4403040160000293213 271,215.54 

花旗银行深圳分行 1791138805 105,115.7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79350078801600001505 903,212.61 

招商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755919797010917 297,868.98 

招商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755948927910826 15,337,600.06 

招商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755919797010704 3,126,980.12 

招商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129909870610726 1,082,340.41 

招商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129909870610618 1,326,128.09 

招商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129909870610558 2,281,854.81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44250100003900002615 1,473,017.38 

中国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745873208623 1,042,745.20 

民生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631763829 13,306.94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337010100101734682 112,025.27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财富支行 78200188000196343 47,456.88 

华夏银行深圳高新支行 4553200001801900026446 20,000,000.00 

合计 63,396,113.67 

注 1：招商银行深圳新安支行，账号 755919797010704为募集资金验资户，余额系尚未实际
执行置换的发行费用及相关利息。 
注 2：华夏银行深圳高新支行为一般户，其余额 2,000 万于 2020 年 7 月用于购买该行的结
构性存款。 

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

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

减持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股情况（不包括通过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专项计划的间接持股）如

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情况 间接持股情况 合计持股情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基思瑞投

资 
控股股东 2,164.10 23.61% - - 2,164.10 23.61% 

王慷 
董事长、总经理、

实际控制人 
466.65 5.09% 1,384.11 15.10% 1,850.76 20.19% 

张增国 董事、副总经理 - - 236.71 2.58% 236.71 2.58% 
魏琼 董事、副总经理 - - 226.09 2.47% 226.10 2.47% 
杜广 董事、副总经理 - - 246.88 2.69% 246.88 2.69% 
熊杰 监事会主席 - - 117.12 1.28% 117.12 1.28% 
黄丽敏 监事 - - 23.82 0.26% 23.82 0.26% 
贺降强 监事 - - 187.59 2.05% 187.59 2.05% 
张楷文 副总经理 50.82 0.55% 84.69 0.92% 135.51 1.48% 

姚凤娟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70.00 0.76% - - 70.00 0.76%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情况 间接持股情况 合计持股情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李银耿 财务总监 - - 15.00 0.16% 15.00 0.16% 

此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计划（华

创证券钱景 1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该专项计划持股 229.20万

股，持股比例 2.50%。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该专项计划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比例 

1 王慷 董事长、总经理/高管 62.77% 

2 魏琼 董事、副总经理/高管 4.80% 

3 杜广 董事、副总经理/高管 4.36% 

4 张增国 董事、副总经理/高管 4.36% 

5 熊杰 监事会主席/核心人员 2.19% 

6 贺降强 监事/核心人员 3.06% 

7 张楷文 副总经理/高管 5.23% 

8 肖悦赏 首席技术官（副总裁级）/核心人员 2.31% 

9 付国武 海外销售总经理（副总裁级）/核心人员 5.67% 

10 谭延凌 企业文化总监（副总裁级）/核心人员 3.06% 

11 郭建林 研发中心总经理（副总裁级）/核心人员 2.18% 

合计 100.00%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保荐机构认为应对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对发表意见的

其他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代表人： 

                                                            

                   陈  勇                       叶柏川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