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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监会令〔第 167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 号）（以下简称“《特别规定》”），贵所

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

证上〔2020〕484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

称“证券业协会”）颁布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

12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

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 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通知》”）等相

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作为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泰妮”、“发行人”或“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按法规要求对贝泰妮本次发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具

体情况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6,36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5.01416%，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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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量为 954.0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信证券鼎信 8 号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鼎信 8 号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募集资金规模：36,400.00 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参与人姓名、职务、持有专项计划份额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员工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参与比例 

1 

GUO 

ZHENYU 

（郭振宇）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 8.24% 

2 董俊姿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800.00 10.44% 

3 高绍阳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 8.24% 

4 马骁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 8.24% 

5 王龙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 2,500.00 6.87% 

6 周薇 董事/项目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0 5.49% 

7 张梅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品牌市场中心总经

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0 4.12% 

8 梁江 投资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0 2.75% 

9 项华 电商事业部副总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0 2.75% 

10 余仕汝 监事/中央工厂厂长 公司核心员工 800.00 2.20% 

11 张聪 
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

监 
公司核心员工 800.00 2.20% 

12 李磊 监事/审计部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600.00 1.65% 

13 杨祖荣 监事/总经办主任 公司核心员工 600.00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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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英卓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副总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600.00 1.65% 

15 王飞飞 

上海际研生物医药开

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研究院执行院长 

公司核心员工 500.00 1.37% 

16 李福祥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专柜营销部营销

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400.00 1.10% 

17 管茂锦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物流部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350.00 0.96% 

18 姜振华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300.00 0.82% 

19 张钧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终端营销部营销

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300.00 0.82% 

20 王皓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贝泰妮销售运营

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300.00 0.82% 

21 任奎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会员数据中心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300.00 0.82% 

22 李光灿 

四川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总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300.00 0.82% 

23 马春伟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OTC 营销部营

销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50.00 0.69% 

24 何国庆 

逑美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技

术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50.00 0.69% 

25 殷绍莲 

昆明云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副总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250.00 0.69% 

26 王文正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两广特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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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姜涛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28 肖瑶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营销副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29 杨雪嫣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商品中心副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0 温江芳 客户服务部副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1 李晓龙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客户运营部副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2 赵明丽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计划部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3 刘兆丰 高级会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4 钟巍 
董事长助理兼董秘办

主任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5 汤洋 证券事务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6 朱红玲 高级产品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200.00 0.55% 

37 王明鸣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38 冯伟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销管部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39 李明仁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财务部副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0 窦蕾蕾 公司预算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1 赵德霖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财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2 刘俊 会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3 许玲 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4 周士涵 法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5 陆姝妮 大客户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6 曲丽萍 

上海际研生物医药开

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研发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47 苏温柔 上海际研生物医药开 公司核心员工 150.00 0.41% 



5 

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研发经理 

48 李艳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25.00 0.34% 

49 惠亚利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25.00 0.34% 

50 胡逸枝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采购部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1 庄磊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2 孙彤彤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3 熊卫兵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4 耿长令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5 易庭芳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6 杨军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7 陈娜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8 万金茹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59 万长安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级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0 万大明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1 沙剑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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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省区经理 

62 张伟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3 边浩源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4 徐春来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省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5 范晓丽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会员运营经理兼

标杆专柜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6 郑伊林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全国大客户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7 谢璋敏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销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8 肖玉玲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数据分析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69 丁晔 学术市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0 姜建林 运营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1 姜玲玲 高级推广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2 陈丽 活动运营高级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3 张跃华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设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4 李建永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运营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5 印桂龙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数据开发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6 胡斌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开发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7 易俊雄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开发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78 石园园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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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高级产品经理 

79 刘航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信息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0 胡雷 

逑美科技（昆明）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系

统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1 陈梦舲 人力资源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2 李博昱 人力资源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3 雷益琴 资深 HRBP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4 王熙婷 内控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5 王祖定 项目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6 杨敏 行政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7 夏晶 政府事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8 余俊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法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89 方伟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助理研发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90 唐杰 

上海际研生物医药开

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工艺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91 王中伟 安保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92 普会兰 仓储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93 王治艳 仓储管理部副总监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94 白蕊 

昆明贝泰妮生物科技

销售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工会主席/销管

主管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95 孙超 

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高级设计经理 

公司核心员工 100.00 0.27% 

合计 36,400.00 100.00% 

注：1、GUO ZHENYU（郭振宇）、高绍阳、董俊姿、马骁、王龙为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均为公司认定的核心员工； 

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审议及备案情况 

鼎信 8 号资管计划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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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4、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管合同》的规定，鼎信 8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国信证券；《资管

合同》规定管理人国信证券独立管理和运营鼎信 8 号资管计划的财产、行使集合

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有权拒绝非特定投资者（即仅面向发行人的高管人员和

核心员工）参与资管计划等；国信证券出具书面承诺，鼎信 8 号资管计划的实际

支配主体是管理人国信证券。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特别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

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

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且应当承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配售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鼎信 8 号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备战略

投资者配售资格。 

（三）参与数量 

鼎信 8 号资管计划拟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10%，即 636 万股。符合《特别规定》、《实施细则》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

数量和战略配售股份数量要求。 

（四）锁定期限 

鼎信 8 号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五）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已与鼎信 8 号资管计划签署《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本次发行中，鼎

信 8 号资管计划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认购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份，具体认购价格及总金额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执行。 

（六）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国信证券鼎信 8 号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出具的承诺，其认

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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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参与发行人战

略配售符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一）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相关法规及制度 

《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

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

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 

5、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6、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二）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相关法规及制度 

《特别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通过

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数量不

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且应当承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

市之日起持有配售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 

三、是否存在禁止性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鼎信 8 号资管计划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

《战略配售协议》，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

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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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

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鼎信 8 号资管计划的《资管合同》、《战略配

售协议》、《备案证明》等文件进行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为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鼎信 8 号资管计划，战略配售的基本情况

符合《特别规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鼎信 8 号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经过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均在发行人任职，其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

售资格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3、鼎信 8 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36 万

股，未超出《特别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即不超过公开发行数量的的 10%）。 

4、本次发行 1 名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比例为不超过公

开发行数量的 10%，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

应不超过 10 名且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20%的要求，合法有效。 

5、鼎信 8 号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鼎信 8 号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

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执行。鼎信 8

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认购股票的限售期符合《特别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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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 

6、发行人的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配售资格符合《特别规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鼎信 8 号资管计划

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鼎信 8 号资管计划配售股票不存在《实

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鼎信 8 号资管计划承诺跟投的认购数量、

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战略配售协议

合法有效；鼎信 8 号资管计划已承诺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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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

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