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迪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保荐并主承销的迪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阿股份”、“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

件已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043 号文注册同意。 

迪阿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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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1号）（以

下简称“《特别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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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现将迪阿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战略配售方

案情况汇报如下： 

一、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4,001.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00%。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不超过 800.20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比例不超过 20.0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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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11,442.00 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30,000.00 万元。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2、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包括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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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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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 

（3）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3、参与规模 

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参与战略配售认购金额不超

过 30,000.00 万元。 

中信建投迪阿股份1号战略配售拟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10.00%，即400.10万股，符合《特别规定》第十八条相关要求，预计认

购金额不超过11,442.00万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即 120.03 万股，

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如本次发行价

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共有 2 名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如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则战略投资者数量为 3 名），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00.20 万股，符合《特别

规定》、《实施细则》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战略投资者获得

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求。 

4、配售条件及战略配售回拨安排 

战略投资者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

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T-6 日公布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将披露战略配售方式、战略配售股票

数量上限、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等。 

于 T-4 日战略投资者将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承诺认购的金额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本次发

行价格向战略投资者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

以本次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战略投资者最终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可能低于承诺

认购的金额。 

如果于 T-4 日，出现了战略投资者未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情况，但在确定发

行价格后，战略配售投资者在 T-4 日实际缴纳的认购资金对应的股份数量（以下

简称“战略投资者实缴股份数量”）仍大于或等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则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将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在足额缴款的战略投资者之间按照

不超过其承诺认购和实际缴款的金额进行配售，而不发生回拨。 

如果确定发行价格后，战略投资者实缴股份数量低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则战略投资者实缴股份数量为最终战略配售数量，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在 T-2 日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如果发生上述回拨，则

T-1 日《发行公告》中披露的网下发行数量将较初始网下发行数量相应增加。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将披露战略投资者名称、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

安排等。T+2 日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及《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将披露最终获配的战略投资者名称、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战略投资者实缴股份数量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结果向下取整值：战略投资



 

者实缴股份数量=实际缴纳的认购资金/发行价格。 

5、限售期限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保荐机构相关

跟投子公司（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24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

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一）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信致融”）

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7BCFU67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新香江路 2202 号 408 办公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润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

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

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

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属于私募基金，系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2、股权结构 

根据润信致融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作协议等资料，其股权结构如下： 

 

（1）润信致融属于大型企业中国华润下属企业 

经核查，润信致融系由深圳润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信投资”）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其有限合伙人包括华润深国投投资

有限公司与华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资本”）下属基金管理人公

司管理的珠海华润格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均为践行大湾区发展战略设立的投资

平台。润信致融由普通合伙人润信投资执行合伙事务，拥有《合伙企业法》及合

伙协议所规定的对于有限合伙企业事务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对

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而润信投资为央企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

润”）间接控股的华润深国投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因此润信致融属于

大型企业中国华润下属企业。 

（2）选择润信致融作为战略投资者主体的考虑与原因 

润信致融成立于2021年10月，系中国华润旗下相关投资平台为本次迪阿股份

战略配售专项设立的认购主体，不参与其他对外投资项目，因此选择其作为战略

投资者主体具有合理性。 

3、战略配售资格 

（1）战略合作对象 

根据华润资本、润信致融与发行人三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本次战略

合作对象为华润资本和润信致融。其中，华润资本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润集团”，中国华润全资子公司）一级利润中心、全资下属公司，是



 

华润集团产融协同的桥梁及创新发展的推动者。作为集团的产业基金管理平台，

华润资本紧密围绕集团产业及国家宏观政策开展基金运营业务；充分发挥产业基

金机制灵活、容错促新、激励有效的优势。华润万象生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润万象生活”）作为华润集团旗下战略业务单元华润置地（商业办公楼资源丰富，

国内在营项目约有20个）的成员公司，是中国领先的物业管理及商业运营服务提

供商。截至2021年6月末，华润万象生活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住宅及商业物业建

筑面积已达约1.36亿平方米，提供商业运营服务的购物中心建筑面积约700万平

方米，其中“万象城”、“万象天地”、“万象汇”三大商业产品线以及公司强

大的商业运营管理能力享誉全国，与近5,0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 

（2）战略合作基础 

截至2021年6月末，迪阿股份在全国范围内共有32家自营门店进驻华润万象

生活正式营业，已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具体如下： 

①办公场地租赁 

迪阿股份办公总部目前坐落于深圳市南山区华润置地大厦，2019年至2021

年上半年租金及物业费等累计支出约为3,400万元。 

②线下门店租赁 

报告期内，迪阿股份进驻华润万象生活的门店数量不断增加，该部分门店于

2018年至2021年上半年累计产生的营业收入约为5.1亿元，累计租金（含提成等）

支出约为4,600万元。 

（3）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①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 

各方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抓住我国“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面促

进消费”的战略发展机遇，持续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适应个性化、差异化、品

质化消费需求。 

②助力发行人加强渠道建设 

华润资本及润信致融协同华润集团及旗下华润万象生活等相关产业平台，充

分发挥华润集团在城市建设运营（如写字楼及商业中心）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为

发行人渠道建设等提供战略支持。具体而言，在上述产业平台运营的商场（包括

但不限于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等形式）范围内，对于发行人尚未入驻的商场，



 

华润资本将协调相关产业平台助力发行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完成入驻；对于发行

人已经入驻的商场，华润资本将协调相关产业平台助力发行人在同等条件下完成

门店位置优化、运营能力提升等内容。同时，发行人将以高标准将相关门店打造

为品牌旗舰店和核心店，为各方创造良好效益。 

③助力发行人加强品牌建设 

华润资本及润信致融协同华润集团及旗下相关业务单元，利用自身在城市建

设运营、大消费、大健康、产业金融、综合能源、科技及新兴产业等领域的资源

优势，未来通过多种形式深化与迪阿股份的合作，帮助迪阿股份全面强化产业布

局、品牌建设、提升管理和技术水平等。 

④助力发行人加强全球布局 

华润资本及润信致融协同华润集团及旗下相关业务单元，利用自身全球化布

局的优势，协助为发行人拓展海外业务、加强全球布局提供战略支持。 

综上所述，发行人与中国华润体系内企业合作基础良好，具有明显的战略合

作关系，以及明确的长期合作愿景。根据《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润信致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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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企业，具备

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能够为发行人引入重要战略资源，符合深

交所理事会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的相关精神。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润信致融确认，润信致融及其直接、间接股东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润信致融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

为。 

5、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根据润信致融出具的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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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润信致融提供的各合伙人资金认缴记录，润信致融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润信致融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二）中信建投迪阿股份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迪阿股份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

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函等资料，并经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中信建投迪阿股份1号战略配售的基

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TB182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 年 10 月 29 日 

成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到期日 2026 年 10 月 27 日（符合条件可展期） 

投资类型 权益类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及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人姓名、职务、认购金额与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岗位 
是否为发行人

董监高 

认购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

有比例 

1 黄水荣 
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 
是 1,000.00 8.74% 

2 牛波 经营管理副总裁 否 1,000.00 8.74% 

3 黎勇华 供应链副总裁 否 1,000.00 8.74% 

4 李明 运维副总监 否 490.00 4.28% 

5 余芳 平面视觉总监 否 480.00 4.19% 

6 王丹丹 商品部总监 否 470.00 4.11% 

7 程吟子 品牌零售培训部总监 否 400.00 3.50% 

8 郑灿烽 拓展副总监 否 370.00 3.23% 

9 高良模 新品制版经理 否 300.00 2.62% 

10 高芬 城市经理 否 300.00 2.62% 

11 王福勇 行政人事经理 否 300.00 2.62% 

12 杨华伟 采购跟单经理 否 300.00 2.62% 

13 余晓琼 资金经理 否 300.00 2.62% 

14 周全付 品质管理高级经理 否 295.00 2.58% 

15 林宏玉 策划经理 否 280.00 2.45% 

16 樊媛 新品制作统筹经理 否 270.00 2.36% 

17 刘怀龙 商品设计经理 否 260.00 2.27% 



 

18 丁学翔 拓展部总监 否 200.00 1.75% 

19 韩晓娜 新媒体运营经理 否 200.00 1.75% 

20 张乐乐 财务经理 否 200.00 1.75% 

21 钟家怿 高级商品设计师 否 200.00 1.75% 

22 卓冰儿 跟单主管 否 200.00 1.75% 

23 卢增才 QA主管 否 198.00 1.73% 

24 邓亮 法务经理 否 180.00 1.57% 

25 邹旭双 财务经理 否 180.00 1.57% 

26 韦庆兴 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 是 170.00 1.49% 

27 陈俊领 证券事务专家 否 170.00 1.49% 

28 黄颖凤 官号运营部总监 否 160.00 1.40% 

29 马恩涛 新零售/信息副总裁 否 150.00 1.31% 

30 赵冉冉 监事会主席、品牌传播部总监 是 150.00 1.31% 

31 赖思琳 CEO助理 否 140.00 1.22% 

32 李颖婕 品牌高级主管 否 140.00 1.22% 

33 胡晓明 董事、战略总监 是 125.00 1.09% 

34 林正海 财务总监 是 120.00 1.05% 

35 余倩倩 新媒体渠道运营经理 否 120.00 1.05% 

36 陈启胜 董事、裸石采购部门负责人 是 118.00 1.03% 

37 王彤 监事、证券事务代表 是 108.00 0.94% 

38 魏丽华 行政采购部副总监 否 100.00 0.87% 

39 王思超 大区总监 否 100.00 0.87% 

40 龙涛 高级项目经理 否 100.00 0.87% 

41 陈冰琼 质检高级主管 否 100.00 0.87% 

合计 11,444.00 100.00% 

注1：中信建投迪阿股份1号战略配售参与认购规模不超过11,442.00万元，参与认购规模上限

与认购资管计划金额的差异系预留管理人的管理费和托管人的托管费等必要费用，该安排符合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2：最终认购股数待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

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文件，

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

利。因此，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的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为资产管理计

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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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号战略配售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

会已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及其下

属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并与发行人或其下属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

同，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的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出具的承诺，中

信建投迪阿股份 1 号战略配售系接受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委托设立

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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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锁定期 

中信建投迪阿股份 1号战略配售的管理人已出具承诺：“资产管理计划通过

本次战略配售取得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

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三）保荐机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如需跟投） 

1、基本情况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机构为保荐机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投资”）。根据中信建投投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中信建投

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6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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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中信建投投资系依法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

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中

信建投投资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

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及跟投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依法设立的的另类投资子公司，由中

信建投证券持有100%股权，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四）款规定。 

3、锁定期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中信建投投资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其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配售参与对象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实施细则》、《特别规定》等相关规定选取，具

体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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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信致融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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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迪阿股份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迪阿股份1号战略配售”）； 

（3）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四、战略配售参与对象配售资格核查情况 

主承销商聘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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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

形。 

其中《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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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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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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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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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除本细则第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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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迪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胡方兴               方逸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