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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本项目保荐代表人王书言、王旭已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诚实

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

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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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保荐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普通名词释义 

保荐机构、保荐人、中

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鼎智科技、公司、股份

公司、发行人 
指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鼎智机电、有限公司 指 常州市鼎智机电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交所 指 北京证券交易所 

本次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 

股东大会 指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股东会 指 常州市鼎智机电有限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 指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市规则》 指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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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1-3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江苏雷利 指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投资 指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注：本上市保荐书中所引用数据，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或小数点后

尾数与原始数据存在差异，可能精确位数不同或四舍五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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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su DINGS’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证券简称 鼎智科技 

证券代码 87359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1674419916P 

注册地址 常州经济开发区潞城街道龙锦路 355 号 

成立时间 2008 年 4 月 16 日 

挂牌日期 2021 年 6 月 3 日 

目前所属层级 创新层 

注册资本 34,714,239 元 

法定代表人 丁泉军 

董事会秘书 朱国华 

联系电话 0519-85177827 

电子邮箱 zgh@dingsmotion.com 

互联网地址 www.dingsmotion.cn 

本次证券发行的类型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 

（二）公司主营业务、核心技术、研发水平 

1、主营业务 

公司是以微特电机为主要构成的定制化精密运动控制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

从事线性执行器、混合式步进电机、直流电机、音圈电机及其组件等产品的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将公司成熟技术方案向客户进行推广应

用，并针对特定需求开展定制化产品开发。 

2、核心技术、研发水平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精密运动控制系列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

售，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立足可持续发展，

重视人才引进和科技创新，具备成熟的生产技术、产品研发和设备定制化能力。

在精密运动控制产品生产领域，公司已经掌握多项核心技术，产品体系不断丰富，

电机控制精度、传动效率及使用寿命等指标持续改善，形成了较高的核心技术水

平，为公司精密运动控制产品的高效、高质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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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主要产品应用的关键核心技术 

公司主要核心技术情况如下： 

核心技术名称 核心技术介绍 技术来源 
所处阶

段 
对应专利 应用产品 

丝杆滚轧技术 

独立设计 T 型丝杆的

牙形及滚压轮，采用目

前国际先进 Kinefac 滚

压设备和生产工艺，具

有良好的丝杆精度、光

洁度及传动效率。 

自主开发 
大批量

生产 

ZL201621290561.0 

ZL202111487567.2 

ZL201921994900.7 

ZL201720839649.1 

线性执行

器 

螺纹一体注塑

技术 

配合 T 型丝杆的传动，

依托自主研发的材料

配方，自主研发设计的

模芯牙形及独特的脱

模装置，采用 TOYO

注塑机，产品外形和传

动螺纹一体注塑成型。 

自主开发 
大批量

生产 

ZL201620171199.9 

ZL201521037481.X 

ZL201420813084.6 

ZL201420812958.6 

ZL201420812994.2 

ZL202123046834.0 

线性执行

器 

丝杆与电机直

连一体技术 

丝杆步进电机的丝杆

与电机转子的直接连

接，省去联轴器的转接

方式，使原先的组件结

构变得更加简单，也减

少了联轴器的精度损

失，从而使精度更高。 

自主开发 
大批量

生产 

ZL202011030586.8 

ZL201711021375.6 

ZL201610566965.6 

ZL201610128276.7 

ZL202121937878.X 

ZL202022827062.3 

ZL201820417692.3 

ZL201721096404.0 

ZL201720834414.3 

ZL201620892164.4 

ZL201620885370.2 

ZL201620886922.1 

ZL201620886921.7 

ZL201520494973.5 

ZL201520330318.6 

ZL201520330320.3 

ZL201520191177.4 

ZL201420813081.2 

线性执行

器 

音圈电机制造

一体化技术 

公司通过自主创新，研

发音圈电机制造一体

化技术攻克了低摩擦、

高动态响应、长寿命等

核心技术难题，打破了

国外垄断，成为迈瑞医

疗有创呼吸机供货产

品。 

自主研发 
大批量

生产 

ZL202011283853.2 

ZL202022657026.7 

ZL202011285749.x 

ZL202022654346.7 

ZL202022654307.7 

ZL202022654322.5 

ZL202123416911.7 

ZL201921266696.7 

ZL202023004399.0 

音圈电机 

高速无槽无刷

电机制造一体

化技术 

公司根据产品构思、结

构设计，确定绕线原

理，攻克了绕线工艺、

绕线成型、线包固化等

多项技术难点。该技术

的掌握，为高端医疗装

备及国防航天生产单

自主开发 
小批量

生产 
正在申请 直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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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名称 核心技术介绍 技术来源 
所处阶

段 
对应专利 应用产品 

位用高速无槽无刷电

机的进口替代提供了

解决方案。 

高精密行星齿

轮制造一体化

技术 

高精密行星齿轮箱采

用先进齿轮设计软件，

具有体积小、纯扭矩传

动、工作平稳等特点，

自主研发微型齿轮箱

在 2 万转高速工况下，

可实现低噪音、低背

隙、高精度的运行效

果。 

自主研发 试生产 正在申请 
20KW 电

机 

新能源电机制

造一体化技术 

通过 JMAG 电磁仿真

优化设计和

MotorCAD 进行电机

散热分析，对标同行类

似电机公司同等功率

下电机重量下降 10%，

通过技术革新降低了

成本，提高了公司竞争

力。目前样机已经通过

整车测试。 

自主研发 
量产准

备 
正在申请 

20KW 电

机 

（2）公司核心技术先进性及具体表征 

产品 
主要应用技

术 
先进性及具体表征 与同行业相关技术比较 

线性执行

器 

丝杆滚轧技

术 

丝杆表面光洁度 Ra＜0.2，导程精度±

0.002mm，行程误差＜

0.1mm@300mm；最小产品外径φ

2mm，最小导程 0.3mm，最大产品外

径φ15.875mm，最大导程 25.4mm。 

目前微特电机行业在丝杆领域，

只有公司及美国海顿等少数几家

微特电机企业具备独立生产的能

力，其中美国海顿使用 303 不锈

钢材料，采用精密轧制工艺进行

生产，并可提供 PTFE 涂层供润滑

选择。 

公司选用优良的不锈钢材料，独

立设计 T 型丝杆的牙形及滚压，

选用先进的滚压设备进行生产，

并通过校直机构及测量系统，实

现 T 型丝杆的自动校直，使得公

司自主生产的丝杆具有良好的精

度、光洁度及传动效率 

螺纹一体注

塑技术 

公司通过螺纹一体注塑技术生产的螺

母，配合精度高，一致性好，与丝杆

配合使用背隙可达 0.01mm 以内，传

动寿命可达 500 万次以上，具有良好

的传动精度、传动效率及寿命。 

目前微特电机行业在螺母领域，

只有公司及美国海顿等少数公司

具备独立生产的能力。其中美国

海顿螺母使用自润滑聚合物及各

种定制的 Kerkite 复合聚合物材

料，采用注塑工艺制成。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材料配方，采

用螺纹一体注塑成型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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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主要应用技

术 
先进性及具体表征 与同行业相关技术比较 

提升螺母性能，具有良好的传动

精度、传动效率及寿命。 

丝杆与电机

直连一体技

术 

公司通过丝杆与电机转子直接连接，

并配备螺母通过与丝杆的相对位移实

现电机旋转运动向直线运动的转化，

外形尺寸从 14mm 到 86mm,从

0.0015mm/步到 0.127mm/步，多种步

长可选，最大推力可达到 2,400N。 

美国海顿基于固定轴式、贯通轴

式、外部驱动式结构，开发了多

款丝杆步进电机，尺寸从

21mm-87mm。 

公司基于外部驱动式、贯通轴式、

C 型固定轴式以及 K 型固定轴式

结构开发了滑动丝杆步进电机、

滚珠丝杆步进电机、永磁丝杆步

进电机，尺寸从 14mm 到 86mm。 

直流无槽

电机 

高速无槽无

刷电机制造

一体化技术 

公司高速无槽无刷电机可实现平稳的

高低速转换、精准控制、高效率和功

率密度，目前电机最大效率达到 90%，

转矩波动＜3%，调速范围大于 200，

齿槽转矩＜额定转矩 5%。 

（1）鸣志电器使用绕组抽头或其

它端子与抽头焊接于 PCB 板同一

焊盘以省去 PCB 板内线路，从而

减小电机电阻，提高电机效率，

降低温升。 

（2）东莞朗亿电机通过多极磁

钢，采用两对极或多对极充磁，

使电机气隙磁场分布更均匀，减

小电机涡流损耗，使电机能提供

更稳定的输出力矩。 

公司通过聚焦绕线原理，对绕线

工艺、绕线成型、线包固化等技

术进行攻克，进而提升公司高速

无槽无刷电机产品的性能。 

齿轮箱 

高精密行星

齿轮制造一

体化技术 

公司行星齿轮箱结构是多个行星齿轮

围绕一个太阳轮转动，从而将转速降

低，成比例增大电机扭力，可 2 万转

高速工况实现低噪音、低背隙、高精

度。 

（1）合泰电机通过在齿圈的内腔

壁设置的直齿环和斜齿环，使得

行星齿轮传动机构具有较高的强

度，确保行星齿轮传动机构运行

的平稳性，降低运行噪音。 

（2）科力尔从齿轮材料入手，采

用塑料齿轮和粉末冶金齿轮结合

的传动结构，来降低齿轮箱电机

的机械噪音。 

公司侧重于通过行星齿轮与太阳

轮的结构来提升搭配齿轮箱电机

的性能。 

新能源电

机 

新能源电机

制造一体化

技术 

公司新能源电机在同等功率下电机重

量更轻，具有较大的功率密度、过载

能力及高效率。 

（1）汇川技术通过对电机控制

器、电机和减速箱的功能集成，

来提升系统效率，最高效率为

93.5%。 

（2）卧龙电驱在新能源物流车领

域，基于“V 型开发体系”开发了

额定功率 55KW、30KW、45KW

等多款电机。 

公司通过对电机结构进行优化，

来提升电机效率，目前 20KW 电

机效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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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主要应用技

术 
先进性及具体表征 与同行业相关技术比较 

音圈电机 

音圈电机制

造一体化技

术 

公司通过自主创新，攻克了低摩擦、

高动态响应、长寿命等核心技术难题，

开发了标准圆形音圈电机、标准弧形

音圈电机、标准矩形音圈电机产品。 

（1）兆威机电通过对定子组件和

轴向限位结构的优化，来提升音

圈电机的屏蔽效果、精度以及稳

定性。 

（2）深圳横川通过调节磁环和磁

柱等配重组件提供的补偿力，进

而调节音圈电机的输出力，提高

音圈电机的定位精度与响应速

度。 

公司通过将定子组件的内筒体充

当磁轭，最大化磁场利用率，并

通过轴承组件减小电机轴和内筒

体之间的摩擦阻力，提高音圈电

机的响应速率，提升音圈电机产

品性能。 

（三） 公司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173,272,925.43 122,419,238.16 89,512,677.95 60,842,661.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907,249.27 40,288,701.96 18,686,453.12 16,028,319.85 

资产总计 217,180,174.70 162,707,940.12 108,199,131.07 76,870,981.53 

流动负债合计 63,640,187.23 46,576,191.63 35,929,538.92 17,492,855.03 

非流动负债合计 3,156,264.66 4,323,213.68 - - 

负债合计 66,796,451.89 50,899,405.31 35,929,538.92 17,492,855.0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净资产 150,383,722.81 111,808,534.81 72,269,592.15 59,378,126.50 

少数股东权益 - - - - 

股东权益合计 150,383,722.81 111,808,534.81 72,269,592.15 59,378,126.5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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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73,096,574.39 194,201,866.41 131,226,471.28 78,689,675.20 

营业利润 28,830,278.69 58,068,096.96 40,913,080.25 5,482,531.41 

利润总额 28,727,034.81 57,623,271.45 41,114,626.25 5,468,539.74 

净利润 24,825,884.66 49,595,138.77 34,303,711.12 2,164,669.4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24,825,884.66 49,595,138.77 34,303,711.12 2,164,669.4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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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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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205.04 56,821,807.76 38,531,531.97 17,361,929.36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35,302.82 -11,871,320.81 -3,833,402.46 -9,157,491.43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570,240.85 -19,484,750.36 -24,665,412.12 -2,097,586.32 

汇率变动对现金

的影响 
-177,271.50 -1,073,679.51 -1,509,029.37 167,968.57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3,377,871.57 24,392,057.08 8,523,688.02 6,274,820.18 

4、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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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73,096,574.39 194,201,866.41 131,226,471.28 78,689,675.20 

毛利率（%） 56.02 52.93 52.12 52.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元） 
24,825,884.66 49,595,138.77 34,303,711.12 2,164,669.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24,663,192.32 55,949,754.63 35,560,299.25 20,758,509.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计算） 

19.99 49.88 56.24 4.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

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后的净利润计算） 

19.86 56.27 58.30 4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1.60 1.15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1.60 1.15 0.3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85 7.15 7.32 6.22 

存货周转率（次） 1.05 3.41 3.39 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7,720,205.04 56,821,807.76 38,531,531.97 17,361,929.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0.87 1.82 1.25 2.6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3.90 7.74 5.15 5.19 

项目 2022 年 3 月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总资产（元） 217,180,174.70 162,707,940.12 108,199,131.07 76,870,981.53 

总负债（元） 66,796,451.89 50,899,405.31 35,929,538.92 17,492,855.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元） 
150,383,722.81 111,808,534.81 72,269,592.15 59,378,1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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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元） 45,926,398.90 29,313,654.67 22,267,156.11 11,749,331.89 

预付款项（元） 3,947,813.33 3,332,214.60 1,158,803.80 580,731.60 

存货（元） 30,327,056.32 29,909,538.12 22,578,787.10 12,883,341.30 

应付账款（元） 24,551,441.08 20,421,660.72 13,723,008.39 6,740,282.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4.74 3.58 2.34 9.14 

资产负债率（%） 30.76 31.28 33.21 22.76 

流动比率（倍） 2.72 2.63 2.49 3.48 

速动比率（倍） 2.18 1.89 1.82 2.69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计算； 

3、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4、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5、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6、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7、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8、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9、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0、速动比率=（流动资产-预付款项-存货-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四）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安排及风险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将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在股票发行过程中，会受

到市场环境、投资者偏好、市场供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发行完成后，

若发行人无法满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均可能导致本次发行失败。 

发行人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投资者自主判断发行人的投资价值，自主

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变化或者股票价格变动引致的投资

风险。 

2、技术风险 

（1）技术泄密风险 

发行人自主研发形成的核心技术及持续的创新能力是发行人在行业内保持

竞争优势的关键。尽管发行人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并采取了申请专利等相关

措施，以保护发行人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但仍存在发行人的核心技术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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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泄密的风险。若核心技术泄密，将会对发行人的竞争优势造成不利的影响。 

（2）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技术人员是发行人持续保持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和提升发展潜力的保障，

发行人发展需要大量具有专业背景、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

和研发能力是发行人长期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保障。因此，若出现技术人员大规

模流失，将对发行人自主创新能力、维持竞争优势以及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3）技术创新风险 

技术研发、创新并满足客户需求是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发行人一贯重

视技术研发和创新，并敏锐地洞悉市场与客户的需求，发行人目前所取得的行业

竞争优势也是公司不断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并满足客户需求的结果。未来发行人

可能出现技术研发、创新拘泥于现有产品、技术滞后，甚至偏离市场需求的情况，

进而影响发行人未来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3、经营风险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发行人生产所需各种原材料主要有电机、定子组件、编码器、轴承、丝杆、

滚珠丝杆等。其中，电机、定子组件、丝杆等占比较大，其价格与铜价、钢价关

联密切，因此大宗商品市场上铜、钢等相关金属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具

有一定影响。从 2020 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全球材料市场供需失衡，

叠加全球货币政策影响，发行人采购的部分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发行人存在原材料价格波动对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

响的风险。 

（2）国外市场经营稳定性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4.80%、

37.66%、42.33%和 33.81%，主要出口地区为欧洲、亚洲、美洲。近年来，国际

贸易摩擦有所加剧，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给产业、经济运行均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如事态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都不可避免地受此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报告期内，

发行人产品未被列入美国加征关税产品清单范围，中美贸易摩擦对发行人销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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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尚未产生不利影响。未来，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或发行人主要海外客户

或主要海外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政策等发生较大变化或经济

形势恶化，我国出口政策产生较大变化或我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较大贸

易摩擦等情况，均可能对发行人的出口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4、财务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 

发行人境外销售规模较大，报告期境外销售占比分别为 44.80%、37.66%、

42.33%和 33.81%。发行人境外销售一般以美元结算，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受国

际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大，若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将对发行人经营业

绩带来不利影响。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汇兑损益分别为-6.97 万元、192.55 万元、92.14 万元和

15.60 万元（负数为汇兑收益、正数为汇兑损失），如汇率波动加剧，且发行人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汇率波动风险，将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2）存货规模扩大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发行人业务规模的扩大，发行人存货同步增加。报告期各期

末，发行人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288.33 万元、2,257.88 万元、2,990.95 万元

和 3,032.71 万元，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发行人存货规模的逐渐扩大，主要系为

了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发行人的经营特点相符。存货金额的扩大对发行人的

库存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若发行人后续不能有效地管理存货，将存在存货

减值或损失的风险。 

（3）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随着发行人经营规模的扩大，发行人应收账款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呈上升趋

势。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1,240.08 万元、2,345.15 万

元、3,086.79 万元和 4,834.98 万元。随着发行人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应收账款

余额存在持续增加的可能。 

发行人 97%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龄在一年以内，应收对象主要国内外知名客户，

上述客户资信良好、实力雄厚，与发行人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如果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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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而

产生坏账损失，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5、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尚未取得的风险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尚未取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使用权。

如未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的取得时间严重晚于预期，或由于项目用地所在地

区国土规划变更等原因导致该用地无法落实，则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

能面临延期或者变更实施地点的风险，从而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造成不利影

响。 

（2）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产品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包括鼎智科技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鼎智科技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未能预计的市场

环境发生变化，将可能出现销售不及预期导致新增产能无法消化、项目实施受阻

等情形，进而影响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的经济效益。 

（3）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于受建

设周期影响将导致净利润无法保持同步增长，因此发行人存在短期内净资产收益

率下降的风险。此外，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规模将大幅增加，虽然本次募投

项目预期将为发行人带来较高收益，但并不能排除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不及预期

的情况，短期内发行人的每股收益等即期回报指标将面临被摊薄的风险。 

（4）公司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投产，发行人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将

进一步扩大，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也将更趋于复杂，从而对发行人的管

理模式、内部控制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发行人控制权稳定，但不

排除未来发行人上市后锁定期届满股东减持、发行人发行证券或重组等影响控制

权稳定性的风险。如果发行人管理团队的经营能力、管理水平、管理制度、组织

模式未能随着发行人规模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将影响发行人经营效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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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发行人未来将存在管理风险。 

二、公司本次证券发行情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1,157.20 万股（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不超过

1,330.78 万股（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公司及主承销商

可以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

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即不超过

173.58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

具体情况协商，并经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后确定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 

定价方式 

公司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选择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或网下

询价等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定价方式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

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协商确定 

每股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不低于 40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

承销商在发行时协商确定 

发行前市盈率（倍） - 

发行后市盈率（倍） - 

发行前市净率（倍） - 

发行后市净率（倍） - 

预测净利润（元） 不适用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股）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股） 
4.74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股） 
- 

发行前净资产收益

率（%） 
19.99% 

发行后净资产收益

率（%） 
- 

本次发行股票上市

流通情况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采取网下向询价对象申购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合格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具备参

与北交所股票发行和交易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战略配售情况 - 

本次发行股份的交

易限制和锁定安排 

按照《公司法》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关于交

易限制和锁定安排相关规定办理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发行费用概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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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询价对象范围及其

他报价条件 
符合北交所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优先配售对象及条

件 
- 

三、本次证券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情况 

（一）本次证券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王书言、王旭担任本次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上述两位保荐代表人的执业情况如下： 

王书言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

务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今创集团 IPO、圣达生物 IPO、

江苏雷利 IPO、润建股份 IPO、天宇股份 IPO、凯迪股份 IPO、美畅股份 IPO、

灿勤科技 IPO、标榜股份 IPO、永安期货 IPO、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IPO

（在审）、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在审）、江苏安凯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IPO（在审）、圣达生物可转债、润建股份可转债、天宇股份非公开

发行等，作为保荐代表人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有：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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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

管理委员会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凯迪股份 IPO、美畅股份 IPO、金

龙鱼 IPO、标榜股份 IPO、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在审）、圣

达生物可转债、润建股份可转债、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在审）等，作为保荐代表人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有：江苏亚太轻

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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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协办人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协办人为巫晓箫，其保荐业务执行情况如下： 

巫晓箫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

高级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华立科技 IPO、复旦张江 IPO 等。在保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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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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鲁坤、刘劭谦、蒋潇、朱远凯、施雍昊、

程子涵、杜旭。 

鲁坤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高级副

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同享科技精选层（2021 年平移北交所）、同惠

电子精选层（2021 年平移北交所）、云创数据精选层（2021 年平移北交所）、

特瑞斯北交所上市（在审）、苏州沪云北交所上市（在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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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劭谦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本科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

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总监。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同享科技精选层挂牌、翰博

高新精选层挂牌、创远仪器精选层挂牌、同惠电子精选层挂牌、云创数据精选层

挂牌、通鼎互联可转债、奥瑞金科技可转债、歌尔股份可转债、风语筑可转债、

仙琚制药非公开发行、弘业股份非公开发行、安诺其非公开发行、同享科技非公

开发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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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潇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管理

委员会执行总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联明机械 IPO、今创集团 IPO、圣

达生物 IPO、江苏雷利 IPO、天宇股份 IPO、润建股份 IPO、凯迪股份 IPO、美

畅股份 IPO、厦门银行 IPO、标榜股份 IPO、鑫科材料非公开发行、中农资源非

公开发行、模塑科技非公开发行、红豆股份非公开发行、圣达生物可转债、格力

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IPO（在审）、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在审）等项目。 

朱远凯先生：硕士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高级副

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骏创科技北交所上市、同享科技精选层挂牌、同

惠电子精选层挂牌、云创数据精选层挂牌、歌尔股份可转债、风语筑可转债、安

诺其非公开发行、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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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财务顾问项目、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顾问项目、万人中盈（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杭州高新橡

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刚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项目、山东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改制重组财务顾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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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雍昊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

高级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灿勤科技 IPO、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IPO（在审）、银轮股份可转债、天宇股份非公开、亚太科技可转债（在

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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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子涵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

经理，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标榜股份 IPO、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IPO（在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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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旭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经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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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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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持有发行人

709,219 股，持股比例为 2.04%。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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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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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

不存在持有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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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

方不存在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

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及其面临

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

核查，中信建投证券作出以下承诺： 

（一）有充分理由确信公司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上市的相关

规定；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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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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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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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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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公

司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六）保证保荐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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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证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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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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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中信建投证券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北交所对推荐证

券上市的规定，自愿接受北交所的自律监管。 

六、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是否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的

说明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是否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1、2021 年 6 月 3 日，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目前所属层级为创新层；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2021 年末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资产为 11,180.85 万元，不低于 5,000

万元；本次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1,157.20 万股股票（未考虑超

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包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在内，公司

本次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330.78 万股（含本数），不少

于 100 万股，发行对象不少于 100 人；发行人目前股本总额 3,471.42 万元，公开

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本次拟对外发行不超过 1,157.20 万股

股票（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包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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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在内，公司本次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330.78 万股

（含本数），公开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本总额的 25%；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公开发行后，满足中

国证监会和北交所规定的其他条件。因此，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上市规

则》第 2.1.2 条的规定。 

2、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分别为 34,303,711.12 元、49,595,138.77 元，均

不低于 1,500.00 万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56.24%、49.88%，均不低

于 8%。报告期内，公司的收入、利润保持稳定，净资产收益率保持较高水平，

预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价格计算的股票市值不低于 2 亿元，符合《上

市规则》第 2.1.3 条第（一）项的规定。 

3、经核查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与发行人主要股东、管理层访谈，获取主

要股东出具声明与承诺，取得的工商、税收、环保、劳动和社会保障、住房公积

金、土地、房屋等方面的主管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文件，以及查询公开信息，保

荐机构认为，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

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

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个人简历及其分别出具的相关

承诺，核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营纪录，查询外部公开信息，保荐机构

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处罚；或因证券市场违法违规

行为受到全国股转公司、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构公开谴责的情形；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情形尚未消除的情形。 

发行人自挂牌以来，能够及时披露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不存在未按照全

国股转公司规定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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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半年度报告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经营业绩总体呈稳定增长趋势，最近 24 个月内主营业

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最近 24个月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最近 24个月内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满足经营稳定性的要求。 

经核查，发行人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

在严重影响发行人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比例超过 10%的重要子公司不存在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尚未消除的情形，满足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同时，发行人不存在利益受到损害等其他情形。 

综上，经核查，发行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2.1.4 条的规定. 

4、发行人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八、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主要事项 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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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北交所有关规定的意

识，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

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关联交易事

项的知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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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协助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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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关联交易为

发行人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行人按照

《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

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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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负责信

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适时审阅发行

人信息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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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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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项 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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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北交所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

人担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

保荐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九、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通讯方式 

机构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王书言、王旭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06 室 

联系电话 021-68801584 

传真号码 021-68801551 

十、保荐机构关于本项目的推荐结论 

本次上市申请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已

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

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及北交所有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同意作为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保荐机构，并承

担保荐机构的相应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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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

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名：                

                     巫晓箫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书言              王  旭           

 

内核负责人签名：                                              

                           张耀坤                   

 

保荐业务负责人签名：                                         

                           刘乃生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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