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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6,702,269股 

2、发行价格：7.49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99,999,994.81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95,070,749.53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26,702,269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2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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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2022年6月30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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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超频三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的行为 

本上市公告书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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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销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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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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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普通股、A股 指 指公司发行在外的人民币普通股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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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Fluence Technology PLC.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超频三 

股票代码 300647.SZ 

上市前 

注册资本 
43,061.875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杜建军 

董事会秘书 王军 

成立日期 2005 年 4 月 27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腾飞路 9 号创投大厦 3602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电子产品、软硬件的开发和销售；节能改造、节能项目设计、合同能源

管理、节能技术推广与服务；新型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

术培训（不含学科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智慧交通、智慧建筑、智慧环境、智慧

能源及信息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设计；自有房产及设备租赁。（以

上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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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研究开发、

生产及销售 LED 灯及其散热器组件、电脑散热器、汽车散热器及其组件、变频器

散热器、医疗设备散热器等工业散热器、热传导散热材料、散热器热管、散热模

块模组、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通讯器材、通讯设备散热器、数控设备、检测测

试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信息咨询和服务；智慧教育智

能化、智慧医疗智能化及信息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设计。 

互联网网址 www.cps-groups.cn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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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4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4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与特定

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议案》《关于更新公

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2、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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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申请于 2022 年 5月 25 日由深交所受理

并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147 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

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2 年 6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超频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87 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

自 2022 年 4 月 18 日（T-3 日）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T 日）上午 9:00 前共向 134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送达了《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

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本次认购邀请文件的具体发行对象为：截至 2022 年

4 月 8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不含发行人以及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得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基金公司 40 家、证券公司 26 家、保险机

构 12 家、其他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36 家。 

（2）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申购保证金情况 

2022 年 4 月 21 日（T 日）上午 9:00-12:00，在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

师的见证下，本次发行共收到 23 份申购报价单，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

要求按时、完整地提供了全部申购文件，其报价均为有效报价。截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中午 12:00 时，除 6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 1 家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余 16 家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申购簿记数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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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西藏腾毅投资有限公司 

7.54 2,000.00 

是 是 7.12 2,500.00 

6.87 3,000.00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81 2,000.00 不适用 是 

3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8 4,000.00 

是 是 7.21 4,500.00 

6.83 5,000.00 

4 洪仲海 7.05 2,000.00 是 是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

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7.01 2,000.00 是 是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产品 

7.40 3,000.00 是 是 

7 UBS AG 

7.16 2,400.00 

不适用 是 7.10 4,100.00 

7.00 5,200.00 

8 董卫国 

7.36 2,000.00 

是 是 7.03 2,500.00 

6.81 3,000.00 

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9 4,400.00 不适用 是 

10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

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06 2,000.00 

是 是 6.93 2,000.00 

6.81 2,000.00 

1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8 4,600.00 不适用 是 

12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君宜庆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92 2,000.00 

是 是 6.86 2,000.00 

6.79 2,000.00 

13 黄碧蓉 6.79 2,000.00 是 是 

1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8 2,000.00 不适用 是 

15 山东省财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58 3,000.00 是 是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2 2,000.00 

不适用 是 
7.01 13,100.00 

1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8 2,000.00 是 是 

18 李天虹 

6.92 2,500.00 

是 是 6.88 2,600.00 

6.85 2,700.00 

19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85 2,000.00 

是 是 6.82 2,000.00 

6.79 2,000.00 

2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4 2,100.00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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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有

效报价 

7.16 8,100.00 

6.93 9,000.00 

21 
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5 5,000.00 是 是 

22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

阳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85 2,000.00 

是 是 6.82 2,000.00 

6.79 2,000.00 

23 
上海德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焱金

盾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79 4,000.00 
是 是 

7.22 4,000.00 

（3）获配结果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需要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7.49 元/股，发

行数量为 26,702,26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4.81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

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获配情况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75,567 49,999,996.83 6 个月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40,457 40,000,022.93 6 个月 

3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40,453 39,999,992.97 6 个月 

4 山东省财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5,340 29,999,996.60 6 个月 

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70,226 19,999,992.74 6 个月 

6 西藏腾毅投资有限公司 2,670,226 19,999,992.74 6 个月 

合计 26,702,269 199,999,994.81  

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议通过的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

销管理办法》、《承销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定价和

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

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

况。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竞价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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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702,269 股，全

部采取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

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的 30%，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2 年 4 月 19 日），发行价格

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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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底价为 6.79 元/股。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对投资者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人与主承

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49 元/股，发行价格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的比率（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比率为 88.33%。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六）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4.81 元，扣除发行费用 4,929,245.28 元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95,070,749.53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未超过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

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上限 200,000,000.00 元。符合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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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深圳市超频

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按照《缴款通知书》要

求将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汇入中泰证券账户，共计收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投资者缴纳的认购金额 199,999,994.81 元。2022 年 6 月 22 日，中审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审亚太

验字(2022)000038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2022 年 6 月 22 日，中泰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3,188,679.25 元（不含税）

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余下募集资金。2022 年 6 月 23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

审亚太验字(2022)000039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经审

验，截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止，超频三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合计 199,999,994.81 元，扣除发行费用 4,929,245.28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195,070,749.53 元。其中，计入股本 26,702,269.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168,368,480.53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

月内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2 年 6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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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滇池路 1189 号 B 座 201 室 

注册资本 50,1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云南产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

询服务（未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登记备案的，不得从事与私募基

金相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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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6,675,567 股 

限售期 6 个月 

（2）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号院 

注册资本 23,8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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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5,340,457 股 

限售期 6 个月 

注：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夏基金秋实混合策略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华夏

基金-江铜增利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共 2个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 

（3）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盛五路 268 号 330房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常春藤财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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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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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5,340,453 股 

限售期 6 个月 

（4）山东省财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山东省财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2169 号 

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瑞杰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

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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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4,005,340 股 

限售期 6 个月 

（5）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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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2,670,226 股 

限售期 6 个月 

注：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兴证全球-汇丰多策略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共

1个资产管理计划和其管理的兴全中证 800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兴全沪

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共 2 个公募基金产品参与认购。 

（6）西藏腾毅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西藏腾毅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新城 B 区 6 栋 1单元 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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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蒋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向非合格投资

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

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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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配数量 2,670,226 股 

限售期 6 个月 

2、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

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

日，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

分的信息披露。 

（十一）保荐机构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

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

法》《承销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的《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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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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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与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

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

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对发行对象作出任何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

诺，且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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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事

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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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

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

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

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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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对象不包括上市公司和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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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补偿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

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2 年 6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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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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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频三；证券代码为：300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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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预

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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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刘郁      70,697,682  16.42 境内自然人 

2 张魁      35,378,988  8.22 境内自然人 

3 
益阳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12,067,027  2.80 国有法人 

4 张正华      11,481,750  2.67 境内自然人 

5 
云南吉信泰富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9,842,500  2.29 境内一般法人 

6 黄海燕        9,157,914  2.13 境内自然人 

7 
云南智业恒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9,036,382  2.10 境内一般法人 

8 黄晓娴        8,835,836  2.05 境内自然人 

9 李光耀        6,006,150  1.39 境内自然人 

10 罗纾沂        5,087,700  1.18 境内自然人 

合计    177,591,929        4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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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以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1 刘郁 70,697,682 15.46 境内自然人 

2 张魁 35,378,988 7.74 境内自然人 

3 益阳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67,027 2.64 国有法人 

4 张正华 11,481,750 2.51 境内自然人 

5 
云南吉信泰富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9,842,500 2.15 境内一般法人 

6 黄海燕 9,157,914 2.00 境内自然人 

7 
云南智业恒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9,036,382 1.98 境内一般法人 

8 黄晓娴 8,835,836 1.93 境内自然人 

9 

曲靖信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云南金种子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75,567 1.46 基金、理财产品等 

10 李光耀 6,006,150 1.31 境内自然人 

合计 179,179,796 39.18 - 

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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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6,872,550 96.81% 416,872,550 91.16%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46,205 3.19% 40,448,474 8.84% 

三、股份总数 430,618,755 100.00% 457,321,024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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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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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项目 

发行前（元） 发行后（元） 

2022年 1-3月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3月

/2022年 3月 31日 

2021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40  0.06   -0.35  

每股净资产  2.41   2.35            2.70     4.91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2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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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财务报告均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报告号为“众环审字（2020）110050

号”、“众环审字（2021）1100100 号”、“众环审字（2022）1110022 号”的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因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项，聘请中审亚太作为专项审计机构，中审亚太对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2）004810 号）。发

行人 2022 年 1-3 月合并及母公司报表未经审计。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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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计 220,987.50 208,856.69 144,243.16 129,588.66 

负债合计 106,366.22 98,037.12 75,312.22 65,281.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4,621.28 110,819.57 68,930.94 64,306.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3,905.77 101,308.60 64,863.70 61,847.2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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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3,454.05 57,958.56 60,933.90 53,553.41 

营业利润 4,029.67 -19,932.33 1,471.25 1,867.12 

利润总额 4,048.56 -19,894.14 1,408.56 1,923.72 

净利润 3,578.31 -18,938.04 1,604.87 1,832.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640.74 -16,166.64 1,544.17 1,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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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61.18 -11,199.08 1,496.31 2,574.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66.75 -31,480.56 -9,429.09 -9,766.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93.33 53,671.10 8,812.44 -8,111.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86.63 10,812.80 379.75 -15,204.66 

4、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3 月 31日 

2021年 

12 月 31日 

2020年 

12 月 3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1.33 1.31 0.93 0.99 

速动比率（倍） 1.01 1.04 0.72 0.8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4.65% 36.40% 45.70% 44.56% 

资产负债率（合并） 48.13% 46.94% 52.21% 50.38%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3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94 1.71 2.08 2.70 

存货周转率（次） 0.82 2.24 3.41 3.16 

每股净资产（元/股） 2.41 2.35 1.82 2.6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股） 
-0.06   -0.26     0.04  0.11 

每股现金流量（元/股） 0.004    0.25     0.01  -0.64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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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129,588.66 万元、144,243.16 万元、

208,856.69 万元和 220,987.50 万元，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11.31%和 44.79%，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公司资产总额呈上升趋势。2021

年，公司资产规模增幅较大，主要系 2021 年 8 月，公司收购其参股的个旧圣比

和部分股权，使其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导致资产规模增大；公司

2021 年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项目，并收到融资款项，亦导致公司

总资产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65,281.96 万元、75,312.22 万元、

98,037.12 万元和 106,366.2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负债为流动负债，占负

债总额比例分别为 86.09%、92.03%、96.69%和 95.28%。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

款、应付账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等项目构成。报告期内，

公司负债总体呈增长趋势，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所致，公司债务结构和债务

规模较为合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0.99、0.93、1.31 和 1.33，速动比率分

别为 0.82、0.72、1.04 和 1.01，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0.38%、52.21%、

46.94%和 48.13%。公司报告期各期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基本保

持稳定，2021 年末，资产负债率较低，主要受 2021 年定向增发的募集资金影响。 

3、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70、2.08、1.71 和 0.94，2020 年应

收账款周转率下降主要系随着 LED 照明工程项目的规模不断扩大，该类应收账

款回款周期长，应收账款较 2019 年末增长 33.45%；2021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

主要系 2021 年 8 月将个旧圣比和存货余额纳入合并范围，新增应收账款 5,275.21

万元。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16、3.41、2.24 和 0.82，公司整体存货周转较快，

没有长期积压的存货，存货质量较好。2021 年末，公司的存货周转率较低，主

要系 2021 年 8 月将个旧圣比和存货余额纳入合并范围，并且受电商业务加大影

响，2021 年末存货余额较大，较 2020 年末增长 79.46%，从而导致公司整体存货

周转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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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 

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保荐代表人：李刚、常乐 

项目协办人：李帅 

其他项目组成员：王晓艳、吴烨楠、刘争争 

联系电话：0531-81283753 

联系传真：0531-81283755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马卓檀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42、41、31DE、

2403、2405 

经办律师：朱永梅、邬克强、张猛 

电话：0755-83515666 

传真：0755-83515333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王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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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注册会计师：吴军、诸力 

电话：010-68211456 

传真：010-62166525 

（四）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王增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注册会计师：吴军、诸力 

电话：010-68211456 

传真：010-6216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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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中泰证券签署了《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承销协议》。 

中泰证券指定李刚、常乐担任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李刚先生：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副总裁、保荐代表人，金融硕士。

曾参与执行项目包括：未来电器和永联科技 IPO 项目，润普食品 IPO 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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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执业记录良好。 

常乐先生：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经济学

硕士。曾参与或负责金钟股份 IPO 项目、原力数字 IPO 项目、新开普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项目、新能泰山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新开普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大亚

圣象收购资产项目、罗莱生活收购资产项目等。在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

IPO 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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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

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同意推荐发行人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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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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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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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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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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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