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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洁

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68 号）

核准，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美科技”“发行人”“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4,237,881 股新股。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洁美科技的委托，担任洁美科技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洁美科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人 

中信证券指定王天祺、计玲玲二人作为洁美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

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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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企业名称（中文）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英文） Zhejiang Jiemei Electronic And Technology Co.,Ltd. 

股票简称 洁美科技 

股票代码 002859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2001 年 4 月 9 日 

上市日期 2017 年 4 月 7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阳光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方隽云 

注册资本 41,002.1343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07272208214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半导体、LED 及集成电路的电子元器件专用电子薄型

载带封装技术研发，纸、纸制品、上下胶带、半导体元器件专用塑料载带及塑料

卷盘的设计、制造、销售，离型膜、光学膜、塑料制品、模具、机械设备及零部

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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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财务报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20〕858 号、天健审〔2021〕958 号和天健

审〔2022〕192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总计 438,218.90 403,896.79 324,477.77 210,456.83 

负债合计 210,331.69 190,359.20 135,576.09 51,9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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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227,887.21 213,537.58 188,901.69 158,460.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7,887.21 213,537.58 188,901.69 158,460.1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99,250.86 186,140.38 142,551.89 94,851.95 

营业利润 16,759.25 43,903.86 32,917.89 13,275.84 

利润总额 16,567.25 43,826.46 32,911.58 13,220.83 

净利润 14,977.99 38,895.14 28,925.12 11,795.1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4,977.99 38,895.14 28,925.12 11,795.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260.91 37,988.81 27,924.19 10,913.6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490.67 41,648.39 25,053.65 33,721.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985.14 -71,084.62 -62,429.19 -21,148.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980.01 25,440.09 77,891.73 -15,195.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327.40 -3,584.49 38,753.94 -2,035.29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 年 9 月末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末 

/2021 年 

2020 年末/ 

2020 年 

2019 年末

/2019 年 

盈利能力指标 

综合毛利率（%） 30.23 38.27 40.67 32.67 

主营业务毛利率（%） 31.01 38.68 41.05 33.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0 19.38 16.95 7.48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前） 

（元/股） 
0.37 0.96 0.71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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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9 月末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末 

/2021 年 

2020 年末/ 

2020 年 

2019 年末

/2019 年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 

（元/股） 
0.35 0.94 0.68 0.27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1.44 1.70 2.97 3.15 

速动比率 1.05 1.30 2.45 2.19 

资产负债率（%） 48.00 47.13 41.78 24.71 

营运能力指标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32 0.51 0.53 0.45 

存货周转率（次/年） 2.37 3.37 2.76 2.0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23 3.89 3.59 2.52 

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22 年 4 月 19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0.21 元/股，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20.2046 元/股）（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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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2022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410,021,3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82,004,261.4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实施完毕，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鉴于公司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可能

存在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以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即 2022 年 6 月 9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

票价格由 20.21 元/股调整为 20.01 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20.21 元/股-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中

每股派发的现金红利 0.20 元=20.01 元/股。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4,237,881 股，全部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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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84,999,998.81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5,781,320.76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9,218,678.05 元。 

（七）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方隽云，发行股数 24,237,881

股，募集资金总额 484,999,998.81 元。本次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 限售期（月） 

1 方隽云 24,237,881 484,999,998.81 18 

合计 - 24,237,881 484,999,998.81 -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

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保荐机构

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

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事实，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不存在对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可能

产生影响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荐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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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

市，并据此出具本发行保荐书。 

（二）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

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

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五）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

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六）保荐人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七）保荐人保证本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保荐人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九）保荐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采取的监管措施。”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进一

步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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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

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

代表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

合规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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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行

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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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

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保荐机构将

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

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

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

范运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

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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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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王天祺、计玲玲 

项目协办人：江文华 

联系电话：010-60833063 

传真：010-60833083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

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

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

上市公司非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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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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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天祺                  计玲玲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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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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