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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40,200,000 股 

2、发行价格：10.35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16,070,000.0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99,932,151.83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40,200,000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0 年 11 月 9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0

年 11 月 9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

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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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项目 指 内容 

佳沃股份/公司/发行人/

上市公司 
指 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佳沃集团 指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系佳沃股份控股股东 

联想控股 指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系佳沃股份实际控制人 

Australis Seafoods S.A./ 

Australis Seafoods / 

Australis 
指 

Australis Seafoods S.A.，公司于 2019 年 7 月收购

的子公司 

国星股份 指 
青岛国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系佳沃股份控股子

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指 

佳沃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行为 

董事会 指 佳沃股份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佳沃股份股东大会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A 股 指 在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定价基准日 指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0

年 3 月 7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注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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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 内容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浩律师/境内律师/发

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审

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单位，人民币元、万

元、亿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

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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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oyvio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Ltd. 

曾用名（如有）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05-08 

上市日期 2011-09-27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300268 

股票简称 佳沃股份 

总股本 174,200,000 

法定代表人 汤捷 

注册地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桂花路1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院1号楼15层1505 

联系电话 010-62509435 

联系传真 010-62508715 

公司网站 www.agrijoyvio.co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007073662926 

经营范围 

水产品加工、销售；食品加工、销售；淀粉及淀粉制品生产、销售；

食品植物油加工、销售；畜牧养殖加工；饲料的生产、销售；粮食

的收购、仓储、销售；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限定或禁止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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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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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3 月 6 日，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沃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上述董事会决议

已于 2020 年 3 月 7 日公告。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上述股东

大会决议已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告。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0 年 8 月 27 日，发行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

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20167 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

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该事项已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告。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佳沃农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45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注册申请。该事项已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公告。 

3、发行过程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佳沃集团发送了《佳

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缴款通知书》（以

下简称“《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0 年 10 月 22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佳

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XYZH/2020BJAA110008），确认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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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1 日 17 时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416,070,000.00 元。 

2020 年 10 月 22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相关费用

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认购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佳沃集团。佳沃集团以人民币现金方

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0.35 元/股。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0 年 3月 7 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佳沃股份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

易总量）。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4,020.00 万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

限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全部由佳沃集团以人民币现金认购。发

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佳沃农业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45

号）的相关要求。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XYZH/2020BJAA110009 号《验

资报告》审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16,070,0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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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含税）人民币 16,137,848.1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9,932,151.83 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 2020 年 10 月 22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20BJAA110008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 17 时止，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立的账

号为 4000010229200147938 的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

购资金共计 1 笔，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416,070,000.00 元。 

2020 年 10 月 22 日，华泰联合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

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信永中和 2020 年 10 月

22 日出具的 XYZH/2020BJAA110009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止，佳沃股份本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40,200,000 股，发行价格为 10.35 元/股，实

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6,070,000.00 元（大写：肆亿壹仟陆佰零柒万元整），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6,137,848.1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399,932,151.83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40,2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

积人民币 359,732,151.83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情况 

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号

为 35110188000141315。上述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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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以下简称“乙方”）和华泰联合证券（以下简称“丙方”）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佳沃集团，相关情况如下： 

1、概况 

公司名称：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7 层 1727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院 1 号楼 17 层 1727 

法定代表人：陈绍鹏 

注册资本：581,2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60368637 

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18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期限：2019 年 8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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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机械设备租赁；种植花卉；销

售花、草及观赏植物、饲料、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仓储服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佳沃集团认购的股数为 40,200,000 股，该等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佳沃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佳沃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联想控股。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前述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存在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关联担保、资金拆借等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

报告、临时公告。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佳沃股份以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关联人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与认购对象不

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新增关联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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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

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

股票配售过程以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管理办法》、

《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4、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本次发行涉及的《缴款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合法、有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

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佳沃股份；证券代码为：300268；上市地点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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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9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佳沃集团本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四、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065,919 29.90% 

2 杨荣华 境内自然人 6,590,000 4.92% 

3 程剑 境内自然人 2,950,743 2.20% 

4 郭宇 境内自然人 2,526,309 1.89% 

5 广州风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9,543 1.73% 

6 姜雪 境内自然人 1,494,634 1.12% 

7 黄海生 境内自然人 1,390,000 1.04% 

8 魏一凡 境内自然人 1,192,100 0.89% 

9 赵志刚 境内自然人 1,150,100 0.86% 

10 沈东涛 境内自然人 1,098,400 0.8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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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

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截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前十名股

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265,919  46.08% 

2 杨荣华 境内自然人 6,590,000  3.78% 

3 程剑 境内自然人 2,950,743  1.69% 

4 郭宇 境内自然人 2,526,309  1.45% 

5 广州风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9,543  1.33% 

6 姜雪 境内自然人 1,494,634  0.86% 

7 黄海生 境内自然人 1,390,000  0.80% 

8 魏一凡 境内自然人 1,192,100  0.68% 

9 赵志刚 境内自然人 1,150,100  0.66% 

10 沈东涛 境内自然人 938,100  0.54% 

（三）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量（股） 所占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33,813,975 99.86 133,813,975 76.82%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86,025 0.14 40,386,025 23.18% 

合计 134,000,000 100.00 174,200,000 100.00 

本次发行结束后，佳沃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上升，仍为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联想控股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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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0年 1-9月/2020

年 9月 30日 

2019年/2019

年末 

2020年 1-9月/2020

年 9月 30日 

2019年/2019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3.3951  -0.9434  -2.6116  -0.7257  

每股净资产 -1.6489  0.5477  1.0275  2.7172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9 月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9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87,032.75 398,423.65 99,687.32 73,979.54 

非流动资产 780,697.50 765,610.73 21,773.93 31,301.60 

资产总额 1,167,730.25 1,164,034.37  121,461.25  105,281.14  

流动负债 523,144.98 453,833.02 71,859.16 67,886.21 

非流动负债 612,463.18 638,408.60 10,476.02 2,350.82 

负债总额 1,135,608.15 1,092,241.62  82,335.18  70,237.03  

股东权益 32,122.09 71,792.76  39,126.06  35,044.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股东

权益 

-22,094.65 7,339.56  23,784.69  21,335.43  

2、合并利润表（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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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33,068.23 342,773.74  192,743.40  57,464.51  

营业利润 -71,635.69 -21,102.38  4,564.03  1,997.45  

利润总额 -71,243.89 -21,579.73 4,764.39  2,287.03  

净利润 -54,508.79 -14,847.18  4,063.75  1,602.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493.75 -12,641.52  2,453.23  244.94  

3、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04.19 25,008.28  -18,597.08  -4,687.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447.02 -628,530.88  2,505.77  -973.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329.12 636,296.36  17,504.97  8,847.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0,096.01 33,146.59  1,172.86  3,042.78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42,140.57 8,993.98 7,821.12 4,778.3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22,044.56 42,140.57 8,993.98 7,821.12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 9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74 0.88 1.39 1.09 

速动比率（倍） 0.21 0.27 0.68 0.41 

资产负债率（合并

报表） 
97.25% 93.83% 67.79% 66.71%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9.94 9.60 10.08 10.09 

总资产周转率（次） 0.38 0.53 1.7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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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299.21% -80.69% 1.54% 0.31% 

每股净资产（按归

属于上市公司所有

者权益计算，元） 

-1.65 0.55  1.77  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40 -0.94  0.18  0.02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

金流量（元/股） 
0.14 1.87  -1.39  -0.35  

注：上述应收账款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均经年化处理。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分别为 105,281.14 万元、121,461.25 万元、

1,164,034.37 万元和 1,167,730.25 万元，总体呈上升趋势。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70,237.03 万元、82,335.18 万元、1,092,241.62

万元和 1,135,608.15 万元，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由于发行人于 2017 年收购国

星股份以及 2019 年收购 Australis Seafoods S.A.筹集款项所致。 

2、偿债能力分析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

并口径）分别为 66.71%、67.79%、93.83%和 97.25%。发行人于 2017 年完成了

国星股份 55%股权的收购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并购资金部分来源于佳沃集团借

款，且国星股份主要从事水产品贸易，该行业特定业务模式下，公司于 2017 至

2018 年间整体资产负债率较高；2019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水平大幅增长，

主要原因系发行人为实施对 Australis Seafoods 的要约收购，以债权形式筹集较多

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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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短期偿债能力指标于 2019 年末有所下降，主

要系 2019 年收购 Australis Seafoods S.A 过程中，以债务形式筹集了较多资金所

致，其中自佳沃集团的借款显著增加了发行人其他应付款 2019 年末余额。如不

考虑该因素，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无明显下降趋势。 

3、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保持稳定。2020 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全

球爆发影响，海产品市场需求减少，产品销售价格下跌导致销售收入下降，总资

产周转率较 2019 年进一步下降。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保荐代表人： 韩斐冲、李凯 

项目协办人： 骆毅平 

项目成员： 廖君、张翰、冯哲逍、尹佳怡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联系电话： 010-56839300 

联系传真： 010-56839400 

（二）发行人律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强 

经办律师： 刘维、承婧艽 

住所： 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联系传真： 021-5243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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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叶韶勋 

经办会计师： 苗策、沙晓田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 010-65547159 

联系传真： 010-65547159 

（四）验资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叶韶勋 

经办会计师： 苗策、沙晓田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 010-65547159 

联系传真： 010-65547159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承销协议书》及《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协议》。 

华泰联合证券指定韩斐冲和李凯作为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

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韩斐冲：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保荐代表人，曾主

持或参与长青集团可转债、江阴银行可转债、佳沃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绿景控股

重大资产重组、国投高新要约收购神州高铁、北控要约收购金宇车城、新希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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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团收购兴源环境、天山铝业借壳新界泵业、首钢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等项目。

具有丰富的项目实际操作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李凯：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监、保荐代表人、特许金融

分析师，曾主持或参与庞大集团 A 股 IPO、庞大集团非公开发行、中国中铁非公

开发行、三元股份非公开发行、ST 天利重大资产重组并置入工程资产变更为中

油工程、南方航空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庞大集团公司债券、中国中铁公司债券、

老百姓大药房公司债券、远洋地产境内公司债券发行等项目。具有丰富的项目实

际操作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20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

核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证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华泰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证券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募集说明书、发行保荐书和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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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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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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