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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霸传感”或“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期限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森霸传感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期已满，保荐机构现将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

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2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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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28 层 

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保荐代表人 张俊青（联系电话：0755-88602292）、郭忠杰（联系电话：0755-88602280）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概况 

公司名称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enba Sensing Technology Co.,Ltd. 

证券代码 300701 

注册资本 120,000,000元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 

法定代表人 单森林 

董事会秘书 邹洋 

联系电话 86-377-67986996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7年 9月 15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的传感器供应商。

主要产品包括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系列和可见光传感器系列两大类。公司以首次发

行上市为契机，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持续

推进研发工作取得较好成果。公司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检测分析仪器，引进高

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建设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的传感器新材料、

新工艺和新产品研发平台，提升研发效率。公司同时拥有两种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核心组件（红外滤光片及红外敏感陶瓷）配方及生产制备能力，凭借较强的上游

资源整合能力、先进的微电子封装测试能力、严格的成本把控能力及敏锐的市场

洞察力等优势，公司有望充分受益于行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

提升。 

（三）主要财务数据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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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73,824.08 58,245.11 50,311.57 

负债总额 6,023.08 4,074.39 2,574.79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801.00 54,170.71 47,736.78 

2、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营业收入 34,449.70 20,450.12 18,329.67 

利润总额 18.797.56 9,459.10 8,203.20 

净利润 16,125.83 8,215.00 7,032.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6,125.83 8,215.00 7,032.07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349.85 8,506.16 6,357.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10.45 -3,764.67 -3,938.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99.74 -2,000.00 -3,0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6,791.24 2,719.46 -547.92 

四、保荐工作概述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及保荐机构与森霸传

感签订的《保荐协议》，保荐机构勤勉尽职的履行了对森霸传感的持续督导义务。 

1、尽职推荐阶段：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发行

人情况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

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

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

或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按照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证券

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持续督导阶段：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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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持续督导发行

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具体包括： 

（1）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持续关注，审阅其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持续督导期内没有发现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存

在违规违法的情况； 

（2）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业绩变动情况； 

（3）对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督导和核查，督导期内

没有发现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况； 

（4）持续关注并督导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等承诺

事项，包括查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银行账单并核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情

况等； 

（5）定期或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走访和核查，督导其有效执行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等制度，督导期内没有发现该等情况发生； 

（6）根据相关公开承诺及约定，督促发行人履行相关承诺，未发现发行人

有违背承诺的情况； 

（7）对发行人督导期内各年度报告进行了审阅，未发现其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也未发现存在影响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 

（8）保荐代表人定期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内部控制、规范运作情

况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另根据公司业务实际开展情况，就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

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五、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规范运作，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对于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

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并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为保

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良好。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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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与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均能积极配

合保荐机构进行保荐工作，持续对发行人的相关事项进行督导，其中： 

（1）律师事务所主要督导工作包括：①对发行人的日常法律事务进行指导

和监督；②对发行人股东大会等重大事项进行督导并出具专业意见；③对发行人

履行相关公开承诺及约定的情况进行监督等； 

（2）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督导工作包括：①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资

金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

及项目进展进行督导；②作为发行人的审计机构对发行人需审计的财务报告进行

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③对发行人履行相关公开承诺及约定的情况进行监督等。 

七、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公司自上市以来进行过四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森霸传感于 2017 年 9月 15日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

机构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苏锦华先生、王茜女

士，持续督导期为 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司公告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出具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苏锦华先生和王茜女士因工作变动，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

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开展，长江证券决定由保荐

代表人孙玉龙先生和宋时凤女士接替苏锦华先生和王茜女士负责持续督导工作，

继续履行保荐职责。保荐代表人变更为孙玉龙先生、宋时凤女士。 

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公告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出具的《长江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孙玉龙先生因职务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开展，长江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郭忠

杰先生接替孙玉龙先生负责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保荐职责。保荐代表人变更

为郭忠杰先生、宋时凤女士。 

2019 年 1 月 5 日，公司公告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出具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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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宋时凤女士因个人原因离职，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开展，长江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

尹文浩先生接替宋时凤女士负责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保荐职责。保荐代表人

变更为郭忠杰先生、尹文浩先生。 

2019 年 11 月 16日，公司公告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出具的《长江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尹文浩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开展，长江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

张俊青先生接替尹文浩先生负责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保荐职责。保荐代表人

变更为郭忠杰先生、张俊青先生。 

八、对发行人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本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内容完整，不存

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九、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使用

募集资金，有效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报告。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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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郭忠杰                   张俊青 

 

 

 

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