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www.qcc.com/firm/3df910f3070c635f867f3aad61489121.html
https://www.qcc.com/firm/3df910f3070c635f867f3aad61489121.html
https://www.qcc.com/firm/fc86346e0fa0b55bd8cb062272cc763b.html
https://www.qcc.com/firm/fc86346e0fa0b55bd8cb062272cc763b.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8004dbeb5765af32aade6c62158ca03e.html
https://www.qcc.com/firm/8004dbeb5765af32aade6c62158ca03e.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fc86346e0fa0b55bd8cb062272cc763b.html
https://www.qcc.com/firm/fc86346e0fa0b55bd8cb062272cc763b.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ebc32482594443f18911b16a09c7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ebc32482594443f18911b16a09c7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0e822d731d851c8f886356128379b7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0e822d731d851c8f886356128379b7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d57959479260dbc8d95ec7e4e9672f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d57959479260dbc8d95ec7e4e9672f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6e97d3e670d4249212b0d9716a0c5545.html
https://www.qcc.com/firm/6e97d3e670d4249212b0d9716a0c5545.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490ef2d40a93ee0b5c409829b6725a.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490ef2d40a93ee0b5c409829b6725a.html
https://www.qcc.com/firm/8004dbeb5765af32aade6c62158ca03e.html
https://www.qcc.com/firm/8004dbeb5765af32aade6c62158ca03e.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490ef2d40a93ee0b5c409829b6725a.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490ef2d40a93ee0b5c409829b6725a.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cc2543d83035a68a1661238ef538f9e8.html
https://www.qcc.com/firm/cc2543d83035a68a1661238ef538f9e8.html
https://www.qcc.com/firm/8004dbeb5765af32aade6c62158ca03e.html
https://www.qcc.com/firm/8004dbeb5765af32aade6c62158ca03e.html
https://www.qcc.com/firm/b0e4e627aac681ef2948941a9d8a8c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b0e4e627aac681ef2948941a9d8a8c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ebc32482594443f18911b16a09c7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ebc32482594443f18911b16a09c7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ebc32482594443f18911b16a09c7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ebc32482594443f18911b16a09c7ad.html
https://www.qcc.com/firm/b0e4e627aac681ef2948941a9d8a8c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b0e4e627aac681ef2948941a9d8a8c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1db9e62fff94b0a78e7dbea108ab054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db9e62fff94b0a78e7dbea108ab0541.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6e97d3e670d4249212b0d9716a0c5545.html
https://www.qcc.com/firm/6e97d3e670d4249212b0d9716a0c5545.html
https://www.qcc.com/firm/d57959479260dbc8d95ec7e4e9672f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d57959479260dbc8d95ec7e4e9672f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1db9e62fff94b0a78e7dbea108ab054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db9e62fff94b0a78e7dbea108ab0541.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d57959479260dbc8d95ec7e4e9672f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d57959479260dbc8d95ec7e4e9672f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0e822d731d851c8f886356128379b7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0e822d731d851c8f886356128379b7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fe41de2f8e7e088c79fb48638fee3b8f.html
https://www.qcc.com/firm/fe41de2f8e7e088c79fb48638fee3b8f.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0f2d98766a50183225c69b8597fc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3df910f3070c635f867f3aad61489121.html
https://www.qcc.com/firm/3df910f3070c635f867f3aad6148912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db9e62fff94b0a78e7dbea108ab054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db9e62fff94b0a78e7dbea108ab0541.html
https://www.qcc.com/firm/992670b65722822481e7f33664d36290.html
https://www.qcc.com/firm/992670b65722822481e7f33664d36290.html
https://www.qcc.com/firm/fe41de2f8e7e088c79fb48638fee3b8f.html
https://www.qcc.com/firm/fe41de2f8e7e088c79fb48638fee3b8f.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588f0d59cf3eed65dd65f83c6caad87.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f3a467739433bb8b550059c8527e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b0e4e627aac681ef2948941a9d8a8c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b0e4e627aac681ef2948941a9d8a8c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0e822d731d851c8f886356128379b7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0e822d731d851c8f886356128379b7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5499c8dcfb8bbd8adf3ae17cafb030c5.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490ef2d40a93ee0b5c409829b6725a.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490ef2d40a93ee0b5c409829b6725a.html





	本次发行概况
	重要声明
	重大事项提示
	一、特别风险提示
	（一）英国及欧盟地区进口国增值税政策变动风险
	（二）在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经营的风险
	（三）跨境物流成本增加的风险
	（四）平台费用大幅上涨对公司业绩影响的风险
	（五）出口跨境电商零售行业政策风险
	（六）汇率波动风险
	（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经营风险
	（八）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经营风险

	二、本次发行相关主体作出的重要承诺
	三、滚存利润分配事项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目  录
	第一节  释义
	一、普通术语
	二、专业术语

	第二节  概览
	一、发行人及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三、发行人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五、发行人自身的创新、创造、创意特征及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新旧产业融合情况
	（一）科技创新——借力数字智能优势，提升跨境零售产品出海效率，打通国际多元化市场
	（二）模式创新——通过数字化技术破解供需匹配难题，顺应传统对外贸易到线上跨境电商零售的转型升级
	（三）业态创新和新旧产业融合情况

	六、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七、发行人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八、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第三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二、本次发行有关机构
	三、发行人与有关中介机构的股权关系或其他权益关系
	四、本次发行上市重要日期

	第四节  风险因素
	一、政策风险
	（一）英国及欧盟地区进口国增值税政策变动风险
	（二）出口跨境电商零售行业政策风险

	二、经营风险
	（一）在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经营的风险
	（二）市场竞争加剧及商品同质化严重的风险
	（三）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四）跨境物流成本增加的风险
	（五）中国制造业优势降低的风险
	（六）商品违反质量规范或侵权的风险
	（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经营风险
	（八）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经营风险

	三、财务风险
	（一）汇率波动风险
	（二）存货管理风险
	（三）平台费用大幅上涨对公司业绩影响的风险
	（四）企业所得税率变化风险
	（五）出口跨境电商物流业务毛利率下降风险
	（六）税收监管风险

	四、技术风险
	（一）业务系统无法应对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变化的风险
	（二）专业人才流失的风险

	五、创新风险
	六、内部控制风险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八、发行失败风险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二、发行人改制及设立情况
	（一）有限公司设立情况
	（二）股份公司设立方式
	（三）报告期内的股本和股东变化情况

	三、发行人设立以来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收购背景
	（二）交易方案
	（三）对公司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四、发行人在其他证券市场的上市、挂牌情况
	五、发行人的股份结构和组织结构
	（一）发行人股权结构
	（二）发行人组织结构

	六、发行人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分公司情况
	（一）主要控股子公司
	（二）其他控股子公司
	（三）公司参股公司
	（四）公司分公司
	（五）报告期内注销或转让子公司

	七、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质押或者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三）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八、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任职情况
	（四）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情况
	（五）发行人最近一年新增股东情况
	（六）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七）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情况
	（八）发行人股东私募基金备案与管理人登记情况
	（九）发行人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股东持股情况
	（十）发行人申报时存在的股份回购协议
	（十一）发行人股东穿透核查情况

	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
	（一）现任董事会成员
	（二）现任监事会成员
	（三）高级管理人员
	（四）其他核心人员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

	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在其他单位的兼职情况
	十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发行人签订的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协议及其持股情况
	十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近两年的变动情况
	（一）董事变动情况
	（二）监事变动情况
	（三）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四）其他核心人员变动情况

	十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发行人及其业务相关的对外投资情况
	十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十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的薪酬情况
	（一）薪酬组成、确定依据及所履行程序
	（二）薪酬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三）最近一年从发行人及其关联企业领取薪酬的情况

	十六、发行人股份激励及其他制度安排和执行情况
	十七、发行人员工情况
	（一）员工人数及变化情况
	（二）职工福利及社会保障等情况


	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情况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三）设立以来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主要经营模式的演变情况
	（四）主要产品及服务的流程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所属行业及确定所属行业的依据
	（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监管体制、行业主要法律法规政策
	（三）跨境电商行业基本情况、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四）跨境电商物流行业基本情况、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五）发行人自身的创新、创造、创意特征，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新旧产业融合情况

	三、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一）公司的市场地位、技术水平和特点
	（二）行业内的主要企业
	（三）公司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四）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五）与同行业公司的业务对比分析

	四、公司销售和采购情况
	（一）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二）主要产品或服务的采购情况

	五、对主要业务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三）业务资质情况

	六、技术与研发情况
	（一）主要产品或服务的核心技术及技术来源
	（二）公司核心技术的科研实力和成果
	（三）公司技术储备及合作研发情况
	（四）研发投入情况
	（五）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人员情况
	（六）保持技术不断创新的机制与储备

	七、公司在境外的生产经营情况

	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
	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存在的缺陷及改进情况
	（二）股东大会的运行情况
	（三）董事会制度的运行情况
	（四）监事会制度的运行情况
	（五）独立董事制度的运行情况
	（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运行情况
	（七）董事会秘书履职情况

	二、发行人特别表决权股份或类似安排情况
	三、发行人协议控制架构情况
	四、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情况
	（一）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的自我评估
	（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制度的鉴证意见
	（三）报告期财务规范性问题及整改情况

	五、发行人报告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
	六、发行人报告期内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情况
	七、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一）资产完整方面
	（二）人员独立方面
	（三）财务独立方面
	（四）机构独立方面
	（五）业务独立方面
	（六）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稳定性
	（七）影响持续经营重大事项

	八、同业竞争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九、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其他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股东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和重要参股公司
	（五）关联自然人
	（六）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七）报告期内曾经存在的主要关联方

	十、关联交易情况
	（一）经常性关联交易
	（二）偶发性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四）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五）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程序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六）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七）报告期内关联方的变化情况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一、财务会计报表
	（一）合并财务报表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

	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
	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及变化情况以及关键审计事项
	（一）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二）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及变化情况
	（三）关键审计事项

	四、盈利能力或财务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一）公司产品特点和业务模式
	（二）行业竞争程度
	（三）外部市场环境

	五、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二）会计期间
	（三）营业周期
	（四）记账本位币
	（五）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六）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七）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九）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十）金融工具
	（十一）公允价值计量
	（十二）存货
	（十三）合同资产及合同负债
	（十四）合同成本
	（十五）长期股权投资
	（十六）投资性房地产
	（十七）固定资产
	（十八）在建工程
	（十九）借款费用
	（二十）无形资产
	（二十一）长期资产减值
	（二十二）长期待摊费用
	（二十三）职工薪酬
	（二十四）预计负债
	（二十五）股份支付
	（二十六）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二十七）政府补助
	（二十八）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二十九）租赁

	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三）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四）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七、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收政策、缴纳的主要税种、税率
	（一）主要税种及税率
	（二）税收优惠及批文

	八、分部信息
	九、经注册会计师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十、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十一、经营成果分析
	（一）报告期内经营成果概览
	（二）营业收入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
	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
	3、商品销售收入构成分析
	4、物流仓储收入构成分析
	5、第三方回款情况

	（三）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构成及变动情况
	2、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及变动情况
	3、商品销售成本构成分析
	4、物流仓储业务成本分析
	5、成本结构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情况
	6、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对营业成本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核查情况

	（四）营业毛利及毛利率变动分析
	1、营业毛利构成
	2、主营业务毛利构成及变动情况
	3、主营业务毛利率分析
	4、主营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比较分析

	（五）期间费用分析
	1、销售费用
	2、管理费用
	3、研发费用
	4、财务费用

	（六）利润表其他项目的分析
	1、资产处置收益
	2、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
	3、投资收益
	4、其他收益
	5、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营业外收支

	（七）非经常性损益分析
	（八）主要税项缴纳情况及税收优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十二、资产质量分析
	（一）资产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二）流动资产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1、货币资金
	2、交易性金融资产
	3、应收账款
	4、预付款项
	5、存货
	6、其他应收款
	7、其他流动资产

	（三）非流动资产构成及其变化
	1、投资性房地产
	2、固定资产
	3、使用权资产
	4、无形资产
	5、长期待摊费用
	6、递延所得税资产
	7、长期股权投资


	十三、负债构成及偿债能力分析
	（一）流动负债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1、应付账款
	2、预收款项与合同负债
	3、应付职工薪酬
	4、应交税费
	5、其他应付款

	（二）非流动负债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1、租赁负债
	2、预计负债
	3、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偿债能力分析
	1、主要债项情况
	2、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3、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4、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十四、流动性与持续经营能力分析
	（一）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二）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三）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分析
	1、公司在持续经营方面的主要风险因素
	2、管理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自我评判

	（四）流动性风险分析

	十五、资本性支出分析
	（一）报告期内的重大投资或资本性支出
	（二）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十六、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或有事项、其他重要事项及重大担保、诉讼等事项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二）或有事项
	（三）其他重要事项
	（四）重大担保、诉讼等事项


	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与未来发展规划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及使用安排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备案及批复情况

	二、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一）跨境电商系统智能化升级建设项目
	（二）仓储智能化升级及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四、募集资金对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的贡献、对发行人未来经营战略的影响、对发行人业务创新创造创意性的支持作用
	五、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本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发展目标相匹配的说明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紧密相关
	（二）公司根据经营规模及财务状况合理确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公司具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技术条件
	（四）公司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能够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发展目标相匹配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同业竞争和独立性的影响
	七、未来发展规划
	（一）公司发展战略
	（二）未来规划采取的措施


	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
	一、投资者关系的主要安排
	（一）信息披露制度和流程
	（二）投资者沟通渠道的建立情况
	（三）未来开展投资者管理的规划

	二、股利分配政策
	（一）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安排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利分配政策的差异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四、股东投票机制的建立情况
	（一）累积投票制
	（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
	（三）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方式
	（四）征集投票权的相关安排

	五、特别表决权股份、协议控制架构或类似特殊安排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重要承诺和说明
	（一）关于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减持股份意向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ZHONGBIN SUN承诺
	2、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YIKANG SUN承诺
	3、控股股东子午康成承诺
	4、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安赐互联、安赐文创承诺
	5、股东嘉禾晟鑫、禾益文化承诺
	6、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刘莉清、程向忠、江华承诺

	（二）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预案及承诺
	1、股价稳定措施的预案
	2、股价稳定措施的承诺

	（三）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回购和赔偿事宜承诺
	1、发行人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子午康成、实际控制人ZHONGBIN SUN承诺

	（四）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1、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2、控股股东子午康成、实际控制人ZHONGBIN SUN承诺
	3、公司董事ZHONGBIN SUN、刘莉清、程向忠、江华、廖远强、张瑞广，独立董事张默、孙进山、方兴，其他高级管理人员YUNTING WANG承诺
	3、公司董事ZHONGBIN SUN、刘莉清、程向忠、江华、廖远强、张瑞广，独立董事张默、孙进山、方兴，其他高级管理人员YUNTING WANG承诺

	（五）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1、发行人承诺
	2、控股股东子午康成、实际控制人ZHONGBIN SUN承诺
	3、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4、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承诺

	（六）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承诺
	1、发行人承诺
	2、控股股东子午康成、实际控制人ZHONGBIN SUN、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YIKANG SUN承诺
	2、控股股东子午康成、实际控制人ZHONGBIN SUN、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YIKANG SUN承诺
	3、股东安赐互联、安赐文创、嘉禾晟鑫、禾益文化承诺
	4、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八）发行人股东信息披露专项承诺
	（九）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一）供应商采购合同
	（二）服务销售合同
	（三）电商平台合同

	二、对外担保情况
	三、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刑事诉讼、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最近3年涉及行政处罚、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况
	六、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第十二节  声  明
	一、发行人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四、发行人律师声明
	五、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六、评估机构声明
	七、验资机构声明
	八、验资复核机构声明

	第十三节 附件
	一、备查文件列表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
	（一）发行人
	（二）保荐人


	附件一 公司商标清单
	一、商标注册证（国内）
	二、商标注册证（国际）

	附件二 软件著作权
	附件三 品类店铺公司基本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