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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及所指定的两名保荐代表人均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

律规范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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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思科技”、“发行人”、“公司”）拟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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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等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实质条件，特推荐蓝思科技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简介 

中文名称：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Lens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地址：湖南省浏阳市生物医药园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9 日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21 日 

联系方式：0731-83285699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与销售光学镜片，玻璃制品，金属配件，TFT-LCD、

PDP、OLED、FED 平板显示屏、3D 显示屏及显示屏材料，触控开关面板及模

组；机械设备租赁；二类医疗器械生产；普通劳动防护用品制造；卫生材料及医

药用品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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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中高端触控防护玻璃面板、外观防护新材

料等智能终端外观防护零部件，近年开始向上下游及相关行业逐步延伸，目前公

司业务已经覆盖视窗与外观防护玻璃、蓝宝石、精密陶瓷、精密金属、触控模组、

摄像头、按键配件、组装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

能穿戴、车载设备、智能家居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三）核心技术 

公司自 2012 年即开始对智能穿戴产品防护件领域开始进行前瞻性战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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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成功将陶瓷、蓝宝石材料应用到手机和智能穿戴产品，将 3D 玻璃应用到智

能手机，并已在 2.5D 和 3D 防护玻璃、蓝宝石、精密陶瓷等领域拥有雄厚的技

术积淀与优势。消费电子产品视窗与防护玻璃等外观防护零部件的生产具有加工

精度高、工艺难度大的特点，公司掌握了视窗及防护玻璃、蓝宝石、精密陶瓷、

精密金属等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和工艺诀窍，拥有雄厚的技术积淀与制造优势。

稳居行业前列的专利数量、优秀的核心研发团队、成熟的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及持

续稳定的研发投入，确保了公司技术优势不断扩大。 

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取得了多项关键技术。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获得 1,641 项专利授权（其中国内发明专利 152 项，国内实

用新型专利 1,374 项，国内外观设计专利 99 项，韩国发明专利 5 项，韩国外观

设计 4 项，美国发明专利 3 项，日本发明专利 4 项），内容涵盖材料生产、加工、

设备及工装夹治具改造等多方面，有效保障公司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 

（四）研发水平 

公司成立了研发部门进行相应的技术研发，同时根据公司使用设备较多、定

制化程度较高的特性，设立专门的子公司蓝思智能机器人（长沙）有限公司进行

设备研发。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发行人研发技术人员为 11,708 人，占总员工人

数为 10.28%。 

公司每年投入研究开发费用进行新产品、新技术及设备自动化改造的开发，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入的研发经费及占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销售收入 2,608,264.77  3,025,776.02 2,771,749.68 2,370,296.23 

研发费用 102,617.59  163,853.91 148,001.80 157,572.38 

研发费用占比 3.93% 5.42% 5.34% 6.65% 

（五）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项目 
2020.9.30 

/2020 年 1-9 月 

2019.12.31 

/2019 年度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5,528,403.50 4,702,854.85 4,314,002.42 3,572,224.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万元） 
2,581,449.75 2,235,940.42 1,705,472.33 1,672,979.4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8.59% 39.64% 48.50% 44.27% 

营业收入（万元） 2,608,264.77 3,025,776.02 2,771,749.68 2,370,296.23 

净利润（万元） 347,718.10  242,931.19 60,060.33 202,3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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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9.30 

/2020 年 1-9 月 

2019.12.31 

/2019 年度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万元） 

343,230.86  
246,879.14 63,700.74 204,697.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309,275.97 201,200.19 -40,039.30 186,78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9 0.62 0.16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0.78 0.61 0.16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0% 13.35% 3.79% 1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万元） 
424,981.74 725,060.78 487,327.15 416,751.37 

现金分红（万元） - 113,103.52 9,816.98 60,209.5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3.93% 5.42% 5.34% 6.65% 

（六）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 

公司结合目前国内行业政策、行业发展、竞争趋势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作出了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

公司的战略布局且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但是，本次募投项目涉及公司业

务的扩充，是一项涉及战略布局、资源配置、运营管理、细节把控等方面的全方

位挑战。基于目前的市场环境、产业政策、技术革新等不确定或不可控因素的影

响，以及未来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市场开拓、客户接受程度、销售价格等可能与公

司预测存在差异，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项目延期、投资超支、市场环境变

化等情况，募投项目存在无法正常实施或者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风险。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现有技术基础、

对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等因素作出，在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

后，如果市场需求、技术方向等发生不利变化，可能导致新增产能无法充分消化，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为预测性信息，经济效益是否能够如期实

现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行业政策、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竞争状况、产品

价格、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发生不利变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无法达到预

期经济效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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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类电子市场需求变化较快的风险 

公司下游主要为消费电子等智能终端市场。由于消费电子产品具有时尚性

强、更新速度快、品牌众多等特点，消费者对不同品牌不同产品的偏好变化速度

快，导致市场占有率结构变化周期短于其他传统行业。例如受新冠疫情及的影响，

2020 年 1 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 2.76 亿部，同比下降 11.30%。未来，如果消费类

电子行业的技术及产品性能出现重大革新，市场需求偏好发生较大变化，市场格

局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调整适

应，可能出现市场份额萎缩、产品价格和销售量下降的风险，导致经营业绩下降。 

3、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消费电子行业国内外各大知名品牌，公司出口商品、采购

进口原材料主要使用美元结算，报告期内公司外销营业收入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

例较高。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将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4、贸易摩擦产生的经营风险 

中国是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的全球重要生产基地，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客户的产品在全球（包括美国）实现销售。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美国

政府提高了对中国出口的相关产品关税税率，或针对部分中国品牌进行限制。如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存在或发展，或全球经贸、政治形势出现其他不利变化，最终

可能会影响智能手机等产品的需求或价格，对消费电子行业及发行人生产经营将

产生一定影响。 

5、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76.07%、75.04%、74.67%

和 77.06%，其中第一大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49.37%、46.97%、43.07%和

47.43%。公司与全球中高端消费电子产品的主要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主要客户的产品市场需求良好、销量不断增加，并不断有新产品推出。公司

的规模、产能近年持续扩张，满足了客户对公司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各大客

户的协作配合程度不断提高。高端客户资源呈现向公司加速集中的趋势，市场占

有率和行业地位不断提高。但如果主要客户出现产品销量下降、大幅减少向公司

下达订单或降低采购价格的情况，公司的经营业绩短期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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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摊薄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公司整体资本

实力得以提升，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

间，因此，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可能无法与股本和净资产保持同步增长，从而导致

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相对本次发行前有所下降。公司存在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每股收益被摊薄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7、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规模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在玻璃、蓝宝石、陶瓷等新材料领

域持续进行研发、创新与生产，不断领跑行业，也带来了一定的管理难度。未来，

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研发、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将进一步增加管理风

险。 

8、新冠肺炎等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经营风险 

2020 年上半年全球出现新冠肺炎疫情，部分国家和地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出现停业、停工、停产，目前尚未完全恢复，对全球经济带来较大冲击，2020

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也出现下滑。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如短期内得不到

有效控制或其他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将可能对全球经济发展、消费电子产品

需求等产生不利影响，会导致发行人产生一定的经营风险。 

9、公司业绩波动的风险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20.47 亿元、6.37 亿元、24.69 亿元和 19.12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业绩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若未来出现消费电子行业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将导致

公司毛利率发生波动或出现资产减值等情况，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响。 

10、股票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

发展前景的影响，还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策调控、股票市场投机

行为、投资者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提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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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证券种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股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

格确定，发行股票数量 589,622,641 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5、发行对象：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 14 名特定对象。本次发行配售结

果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长沙领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540,880 4,999,999,987.20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55,031,446 1,399,999,986.24 

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2,279,873 1,329,999,969.12 

4 GIC Private Limited（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51,493,718 1,310,000,185.92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811,320 1,139,999,980.80 

6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308,176 999,999,997.44 

7 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446,540 799,999,977.60 

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654,088 499,999,998.72 

9 宁波君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88,679 449,999,993.76 

10 邓克维 17,688,678 449,999,968.32 

1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09,433 419,999,975.52 

12 深圳市中均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5,723,270 399,999,988.80 

1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723,270 399,999,988.80 

1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723,270 399,999,988.80 

合计 589,622,641 14,999,999,987.04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6、承销方式：代销。 

三、保荐机构项目组人员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 

李钦军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 TMT 业务总部执行副总经理，保荐

代表人，经济学硕士。2010 年加入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曾主持或参与完

成了蓝思科技 IPO、蓝思科技非公开、蓝思科技可转债、岳阳林纸配股、德尔未

来 IPO、江粉磁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帝晶光电并募集配套资金、江粉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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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东方亮彩并募集配套资金、江粉磁材发行股份收购领益

科技、领益智造非公开、经纬辉开非公开等项目。 

崔威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事业部 TMT 业

务总部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2004 年进入华林证券投资银行部工

作，2006 年 5 月进入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曾主持及参与了蓝思科技 IPO、

蓝思科技非公开、蓝思科技可转债、金龙机电 IPO、金龙机电非公开、双鹭药业

IPO、御银股份 IPO、岳阳纸业配股、锡业股份可转债、锡业股份配股、梦洁家

纺 IPO、丹邦科技 IPO、云内动力非公开、领益智造非公开等项目工作，担任了

蓝思科技 IPO、蓝思科技非公开、蓝思科技可转债、金龙机电 IPO、金龙机电非

公开、梦洁家纺 IPO、丹邦科技 IPO、云内动力非公开、领益智造非公开等项目

的保荐代表人。 

（二）项目协办人 

殷翔宇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经理，保荐代表人，法学硕士，律师。

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职于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2014 年 6 月

加入国信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主持或参与中新科技 IPO、同为股份 IPO、

金地集团公司债、兆驰股份非公开发行、耐威科技非公开发行、深粮集团借壳深

深宝等项目。 

（三）项目组其他成员 

项目组其他主要成员为：余英烨、周洋、张洪滨、侯英刚、马骏、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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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保荐机构之子公司国信弘盛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与蓝思科技及深圳市华一创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深圳

市国信蓝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国信蓝思壹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除此之外，国信证券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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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通过参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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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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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融资。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五、保荐机构承诺 

本保荐机构承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贵所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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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

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并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同意向贵所保荐蓝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交易。 

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承诺如下：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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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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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六、发行人已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了法定的决策程序 

本次发行经蓝思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决策程序。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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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将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保荐协议，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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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

意识，认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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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

与发行人签订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

与约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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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

需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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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

行人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

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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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

行人担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

有担保行为与保荐人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

严格履行保荐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

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

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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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

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钦军、崔威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0 号国际信托大厦 10 层 

邮编：518000 

电话：0755-82134633 

传真：0755-82131766 

九、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十、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蓝思科技申请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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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中有关创业板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愿意推

荐蓝思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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