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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41,000,000 股 

2、发行价格：6.33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59,530,000.0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50,294,363.42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41,000,000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2 年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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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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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艾比森 指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 

本上市公告书 指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缴款通知书》 指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缴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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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 

《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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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文）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英文） Shenzhen Absen Optoelectronic Co., Ltd. 

股票简称 艾比森 

股票代码 300389.SZ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2001 年 8月 23 日 

上市日期 2014 年 8月 1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A座 18，19，20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A座 18，19，20层 

法定代表人 丁彦辉 

注册资本 31,899.4173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1127582R 

邮编 518129 

电话 0755-28794126 

传真 0755-28792955 

电子邮箱 dm@absen.com 

公司网址 http://www.absen.cn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LED 电子显示屏的

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销售（以上不含禁止、限制

项目）；电子设备及自产产品的安装、维护、技术咨询、租赁及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节能项目设计、技术咨询与服务；广告发布；会务服务；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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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4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3月25日，发行人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7月13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管理层收购的议案》《关于<董事会关

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的议案》等议案。 

2021年7月30日，发行人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管理层收购的议案》《关于<董事会关

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同意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十

二个月，即延长至 2023 年 3 月 25 日。 

2022 年 3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2、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1年10月13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艾比

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

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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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艾比森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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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发行过程 

1）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2021年3月4日，发行人与丁彦辉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锁价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33元/股，最终发行

数量为41,000,000股，合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9,530,000.00元，扣除不含

税发行费用人民币9,235,636.5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50,294,363.42元，未

超过发行方案中募集资金规模。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丁彦辉 41,000,000 259,530,000.00 

合计 41,000,000 259,530,000.00 

2）缴款、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2022年4月2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243号），

截至2022年4月28日止，中信证券已收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认购者认购资金合

计人民币259,530,000.00元。 

2022 年 4 月 29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承销及保荐费后的上述认购

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大华 2022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242 号），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止，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41,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259,53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9,235,636.58 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为 250,294,363.4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41,000,000 元，其余

209,294,363.42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受理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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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1,000,000 股，全部由丁彦辉以现金认

购。 

（五）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1 年 3 月 5 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7.90 元/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6.33 元/股，不低于本次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公司 2021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

公司本次向发行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变，仍为 6.33 元/股。 

（六）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59,530,000.00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

人民币 9,235,636.5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0,294,363.42 元。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 2022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243

号），截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止，中信证券已收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认购者认

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259,530,000.00 元。 

2022 年 4 月 29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承销及保荐费后的上述认购

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大华 2022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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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242 号），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止，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41,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259,53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9,235,636.58 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为 250,294,363.4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41,000,000 元，其余

209,294,363.42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41,000,000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十）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为丁彦辉 1 名发行对象。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

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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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及《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555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

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

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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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

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深交所的本次发行方案要求。” 

艾比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发行人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过程与发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本次发行预案、发行方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缴款通知书》

《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

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41,000,000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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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比森；证券代码为：300389；上市地点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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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0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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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丁彦辉 境内自然人 82,507,669 25.86% 

2 邓江波 境内自然人 61,300,544 19.22% 

3 任永红 境内自然人 51,958,491 16.29% 

4 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00,000 3.01% 

5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怡明曦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6,270,000 1.97% 

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越核

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6,180,780 1.94%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一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2,227,800 0.70% 

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越成

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2,195,009 0.69% 

9 林军 境内自然人 1,349,008 0.42%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越内

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172,700 0.37% 

合计 224,762,001 70.4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

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丁彦辉 123,507,669 34.31% 

2 邓江波 61,300,544 17.03% 

3 任永红 51,958,491 14.43% 

4 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600,000 2.67% 

5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明曦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270,000 1.74% 

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180,780 1.72%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一组合 2,227,800 0.62% 

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越成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95,009 0.61% 

9 林军 1,349,008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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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越内需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72,700 0.33% 

合计 265,762,001 73.83%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148,050,303 46.41% 189,050,303 52.51%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170,943,870 53.59% 170,943,870 47.49% 

合计 318,994,173 100.00% 359,994,173 100.00% 

本次向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丁彦辉先生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丁彦

辉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向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丁彦辉先生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丁彦

辉先生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318,994,173股增加至359,994,173股，除董事长丁彦辉先生外，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没有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

而摊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直接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丁彦辉 董事长 82,507,669 25.8649% 123,507,669 34.3082% 

任永红 董事 51,958,491 16.2882% 51,958,491 14.4331% 

邓江波 董事 61,300,544 19.2168% 61,300,544 17.0282% 

罗艳君 董事、副总经理 297,321 0.0932% 297,321 0.0826% 

刘广灵 独立董事 - - - - 

牛永宁 独立董事 - - - - 

谢春华 独立董事 - - - - 

邓勋 独立董事 - - - - 

张航飞 监事会主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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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直接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杨时泰 监事 - - - - 

任聪妮 监事 - - - - 

丁崇彬 总经理 212,016 0.0665% 212,016 0.0589% 

李文 副总经理 503,843 0.1579% 503,843 0.1400% 

赵凯 副总经理 509,112 0.1596% 509,112 0.1414% 

孙伟玲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10,000 0.0031% 10,000 0.0028% 

傅建井 
财务总监、副总

经理 
- - - - 

合计 197,298,996 61.8503% 238,298,996 66.1952% 

注1：本次发行前持股数及持股比例以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口径计算，本次发行后的持股

数量及持股比例以截至股份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并考虑本次新增股份41,000,000股后的口径计

算； 

注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股份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2年1-3月

/2022年3月末 

2021年/2021

年末 

2022年1-3月

/2022年3月末 

2021年/2021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0 0.05 0.08 

每股净资产 3.88 3.82 3.44 3.39 

注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注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21年12月31日和2022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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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和2022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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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合计 259,110.67 270,314.07 212,097.03 223,989.82 

负债总计 135,744.07 148,789.19 93,118.26 96,349.75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123,707.90 121,859.36 119,296.42 127,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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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366.60 121,524.88 118,978.77 127,640.07 

注：2022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49,266.79 232,814.79 164,211.47 218,056.71 

营业利润 1,640.84 1,551.03 -10,791.58 12,445.70 

利润总额 1,623.54 1,544.00 -10,713.45 12,443.50 

净利润 1,938.73 2,977.36 -7,170.50 10,365.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945.54 2,994.19 -7,114.94 10,725.45 

注：2022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607.78 22,634.39 -2,822.98 29,851.72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1,037.09 -15,695.46 -14,765.32 -10,751.26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855.17 -100.31 -940.27 -9,716.7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938.89 6,218.17 -18,882.92 10,220.31 

注：2022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2022 年 1-3

月/2022-3-31 

2021 年度
/2021-12-31 

2020 年度
/2020-12-31 

2019 年度
/2019-12-31 

流动比率（倍） 1.40 1.32 1.61 1.75 

速动比率（倍） 0.92 0.92 1.14 1.38 

资产负债率（合并） 52.39% 55.04% 43.90% 43.0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7.19% 49.37% 37.07% 38.1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88 4.20 2.67  3.25  

存货周转率（次） 0.56 3.30 2.89  3.95  

每股净资产（元/股） 3.88 3.82 3.74  4.0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24 0.71 -0.09  0.93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50 0.19 -0.59  0.32  

注：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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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总负债/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母公司总负债/母公司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期末股本总数；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数；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净现金流量/期末股本总数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19-2022 年 1-3 月，公司各期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223,989.82 万元、

212,097.03 万元、270,314.07 万元和 259,110.67 万元，公司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74.47%、69.45%、70.22%和 70.21%。

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2019 年年末、2020 年年末、2021 年年末和 2022 年

3 月末，公司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99.12%、98.01%、96.31%和 95.93%。 

2、偿债能力分析 

2019-2022 年 1-3 月，公司各期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1.75、1.61、1.32 和 1.40，

速动比率分别为 1.38、1.14、0.92 和 0.92，短期偿债能力良好。2019-2022 年 1-

3 月，公司各期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3.02%、43.90%、55.04%和 52.39%，资产

负债率尚处合理水平。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陈才泉、李海军 

项目协办人：高琦 

项目组成员：易中朝、傅引、万虎、苏晓东、盘贝尔、姚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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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23835238 

传真：0755-2383520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负责人：王丽 

经办律师：贺存勖、施铭鸿、杜宁、余申奥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负责人：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方建新、丁月明 

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负责人：梁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方建新、丁月明 

联系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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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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保荐人）关于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中信证券指定陈才泉、李海军作为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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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才泉，男，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经济学硕士，2010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相关业务，曾主持或参与三聚环保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戴维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项目、赛摩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朗进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等项目，并曾主办或参与多家企业的改制及辅导

工作。 

李海军，男，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保荐代表人，硕

士学历，先后参与了中航资本、怡亚通等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零七股份等上

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广德环保、力天钨业、通海绒业、梓如股份等项

目的改制重组和新三板挂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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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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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

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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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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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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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