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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均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数量为 141,528,161 股，

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9 日（2020 年 11 月 8 日（周日）非交易

日，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2020 年 11 月 9 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博瑞

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1883 号），同意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医药”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000,000 股，并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410,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73,035,47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6,964,527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7 名，对应股票数量为

141,528,16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4.52%，将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份完成后，总股本 410,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373,035,47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6,964,527 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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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博瑞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博瑞医

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所

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 股份锁定承诺 

1、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

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 1,785,636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13,624,613 股）。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

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及自本次发

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

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

892,818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6,812,306

股）。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

股份。 

（3）除上述第 1 项、第 2 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 1,086,216 股股份（在

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8,287,956 股）。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

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2、公司股东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 297,606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2,270,769 股）。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

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及自本次发

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

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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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

148,803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1,135,384

股）。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

股份。 

（3）除上述第 1 项、第 2 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 1,272,123 股股份（在

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9,706,448 股）。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

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3、公司股东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 734,641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5,605,397 股）。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

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及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

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

115,942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884,651

股）。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

股份。 

（3）除上述第 1 项、第 2 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 348,079 股股份（在

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2,655,884 股）。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

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4、公司股东珠海擎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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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发行人 9,374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71,525 股）。自发行人完成上述增资扩股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及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

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2）本企业通过股份转让方式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钟伟芳处受让发行人

640 股股份（在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4,883 股）。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3）除上述第 1 项、第 2 项情形外，本企业持有发行人 1,921 股股份（在

发行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该等股份增加至 14,657 股）。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

分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该部分的股份。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5、公司股东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企

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

持发行人股份。 

（2）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6、公司股东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苏州高铨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领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苏州国发天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鸿智言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市禾裕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华泰大健康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常州久诚华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龙驹创联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苏州隆门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茗嘉一

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诺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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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梧桐三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

藏天晟泰丰药业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岩壑创投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企

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所

持发行人股份。 

（2）若本企业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转让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7、公司股东龚斌、杨健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发行

人股份。 

（2）若本人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转让

所得将归发行人所有。 

8、公司董事辛洁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不由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回购本人所持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

份额。（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发行人股东中金佳泰的

有限合伙人）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任职期间，每年间接转让

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离职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

承诺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上述规定。 

（3）本次发行及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间

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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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所持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或

本人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5）如发行人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

及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得减持本人所持凯利维盛的出资份额

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6）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9、公司原监事陈淼承诺： 

（1）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南京道兴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不由南京道兴回购本人所持南京道兴的出资份额。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任职期间，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超过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如本

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承诺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上述规定。 

（3）如发行人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本次发行

及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得减持本人所持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

心（普通合伙）的出资份额或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4）上述承诺不会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二) 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

遵守中国证监会、上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

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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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盘后固定

价格交易、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每十二个月

内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总额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限制。本企业减持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

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4）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 

2、公司股东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

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

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

步减持。 

（2）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

方式等。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发行人上一年度末总股本的 10%，若减持当年发行人出现公积金或未分

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则上一年度末总股本计算基数要相应进行调整。 

（4）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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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本企业未

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不得减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

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博瑞医药限售股份持有人

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限售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

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股东承诺的要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41,528,16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4.52%。本次

上市流通的均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二)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9 日 

(三) 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

智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724,875 7.01 8,287,956 20,436,919 

2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8,612,863 4.54 18,612,863 0 

3 宁波保税区弘鹏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12,601 3.20 9,706,448 3,406,153 

4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854,146 3.14 12,854,146 0 

5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9,145,932 2.23 2,655,884 6,490,048 

6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011,624 1.95 8,011,6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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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7 苏州高铨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7,821,481 1.91 7,821,481 0 

8 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7,120,731 1.74 7,120,731 0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茗嘉

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974,500 1.70 6,974,500 0 

10 苏州龙驹创联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6,358,559 1.55 6,358,559 0 

11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

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6,358,559 1.55 6,358,559 0 

12 广州领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341,082 1.30 5,341,082 0 

13 上海国鸿智言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41,082 1.30 5,341,082 0 

14 常州久诚华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5,085,779 1.24 5,085,779 0 

15 苏州高新国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4,577,842 1.12 4,577,842 0 

16 苏州市禾裕科技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4,349,777 1.06 4,349,777 0 

17 苏州隆门医药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471,704 0.85 3,471,704 0 

18 西藏天晟泰丰药业有限

公司 
3,052,047 0.74 3,052,047 0 

19 龚斌 2,708,120 0.66 2,708,120 0 

20 苏州梧桐三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70,541 0.65 2,670,541 0 

21 杨健 2,670,541 0.65 2,670,541 0 

22 上海诺恺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70,541 0.65 2,670,541 0 

23 苏州国发天使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2,542,889 0.62 2,542,889 0 

24 深圳市岩壑创投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163,303 0.28 1,163,303 0 

25 南京华泰大健康二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99,202 0.22 899,2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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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26 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 
206,303 0.05 206,303 0 

27 珠海擎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065 0.022 14,657 76,408 

合计 171,937,689 41.94 141,528,161 30,409,528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141,528,161 

合计 141,528,161 

 

六、 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