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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创新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制造业、互联网行业

的长足发展。 现在，公司又将借着创业

板注册制改革的东风奔赴下一个更高

的发展目标，由衷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带给我们持续追逐梦想的机会。

期待安克创新站在这个新起点上，

通过持续创新，将富有科技魅力的领先

产品带向全球消费者，弘扬中国智造之

美；期待更多的科技型创业企业能借助

资本市场强劲的动力，在全球市场收获

成功，弘扬中国科技之光。

安克创新董事长 阳萌

作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的首批

上市企业，登陆深交所创业板，踏歌而

行，我们将坚持创新发展，坚定实业报国

之路，把握汇入中国资本市场蓝海的契

机，全力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融发展。

“为客户创造价值” 是大宏立秉承

的企业宗旨。 大宏立未来将着力实现

资本运作和核心竞争力双向融合，扩

大规模，提高效益，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绿色智能砂石破碎系统解决方案

供应商。

大宏立董事长、总经理 甘德宏

锋尚文化董事长、总经理 沙晓岚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资本

市场改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锋尚文化

能趁此发展之风，成功上市，甚是有幸。

未来公司将立足于旅游演艺产品

艺术创作，同时深挖业务内涵与外延，

大力拓展文化旅游演艺规划、 投资及

运营等新领域， 形成文化旅游演艺

“规划+投资+创意设计及制作+运营

管理” 全方位整体服务能力。秉承“创

意，呈现中国之美” 的使命，用艺术加

科技创造出更大价值， 来回馈广大投

资者的期待与支持。

杰美特董事长 谌建平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成功

推进，在投资者及企业之间搭建了便捷

的桥梁，更好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和

投资者多元的投资需求。

杰美特多年来已形成“ODM/OEM+

自有品牌” 的双向经营格局，以提供优

质产品为使命，优化服务为先驱，以不

断提升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 未来，杰

美特将在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同时，

实现高速成长并兼具市场影响力与盈

利能力，力争成为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与

产品升级的领导者。

卡倍亿是拥有以多种类设备进

行研发、生产、试验及检测等能力的专

业汽车线缆制造商。 在行业趋势向新能

源、智能网联汽车方向深刻转变之际，卡

倍亿将积极利用资本市场的强大助力，

发展成为极具创新能力、市场适应性强

的国际知名汽车线缆专业供应商。

感谢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

的正式落地，相信我国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设将掀开新篇章，给企业创新带

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卡倍亿董事长 林光耀

注册制创业板成功鸣锣开市，标

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掀开了崭新篇章。

作为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上市

公司，康泰医学有幸参与到这一历史

进程中，我们倍感荣耀，更觉任重道

远。 康泰医学将紧随改革步伐，秉承

“以人为本，不断创新” 的经营理念，

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守正创新，笃实

前行， 研发和生产出更好的医疗产

品，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人民

健康贡献力量！

康泰医学董事长 胡坤

今年是深交所成立三

十周年， 喜逢创业板注册

制改革。 蓝盾光电深刻感

受到资本市场改革给企

业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

支持。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适应 “三创四新” 的

大趋势， 服务于成长型创

新创业企业， 必将为蓝盾

光电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

遇。 蓝盾光电加油！

蓝盾光电董事长 钱江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是A股资本市

场深刻变革的又一重要推进，开启了

A股市场化改革的新时代， 释放了巨

大的变革势能。

圣元环保已具备丰富的项目投

资、建设、运营经验，并凭借成熟先进的

业务技术和安全稳健的项目运营管理，

在行业内树立了优秀的企业品牌形象。

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圣元环保将继

续专注于市政环保领域， 坚持以人为

本，以技术为根，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

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服务运营商。

圣元环保董事长 朱煜煊

回盛生物董事长 张卫元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

国内资本市场一次重大的改革，也

是创业板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此次成功上市， 是一次里程碑

式的跨越， 回盛生物将借助资本市

场的力量， 迈上新起点， 踏上新征

程！ 回盛生物将一如既往坚持对兽

药行业的专注， 致力打造动物保健

产业链， 力争成为中国动物保健领

域的领军者。

美畅股份抓住了金刚石线技术

替代和国产替代的行业机遇， 成为

全球领先的金刚石线厂家， 是中国

光伏产业技术革新的重要参与者，

也是中国光伏产业降本增效的推动

者。在创业板上市以后，公司将合理

使用募集资金，规范公司运作，继续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股东回报利润、

为社会做出贡献。

祝注册制创业板开市成功，祝

深交所行稳致远， 为中国资本市场

的改革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美畅股份董事长 吴英

天阳科技长期深耕金

融科技领域， 用先进的金

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 ，为

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的金融

服务。

我们有幸成为创业板注

册制改革首批上市企业，将

会借助资本巿场力量继续快

速成长。 创业板注册制的推

出， 为更多优质企业提供了

更广阔的平台， 祝愿创业板

健康发展。

天阳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欧阳建平

当前， 中国正由制造业大国向

制造业强国迈进，专业化、定制化、

数字化的供应链管理服务需求旺

盛。 海晨股份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

算法和机器人技术， 将数字孪生与

供应链融合， 积极参与构建中国自

主可控安全的供应链体系。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

市场改革的重大举措， 海晨股份作

为见证者有幸搭乘创业板注册制改

革的第一缕东风上市， 对我们来说

意义非凡，更是我们的荣幸。

海晨股份董事长 梁晨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为捷强装备

插上腾飞的翅膀。

捷强装备坚持 “引领、 融合、简

单、奉献” 的核心价值观，聚焦于军事

和公共安全的核化生防御领域，构建

“平战一体的核化生防御装备全产业

链”战略。未来，捷强装备将逐步完成

由核心部件发展到总装总承，从洗消

装备扩展到核化生防御全系列装备，

从装备研发、制造、销售延展到提供

综合服务，从军品拓展到民品，从而

成为核化生防御领域的标杆企业。

捷强装备董事长 潘峰

金春股份董事长、总经理 曹松亭

今天，备受市场关注和

期待的创业板注册制改革

正式起航，预示着中国资本

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金

春股份将乘创业板注册制

的改革春风，开启下一阶段

发展的新征程。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中国

资本市场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 维康

药业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一进程， 并成

为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企业。

维康药业以医药产业专业化、企业

运营规模化、品牌拓展国际化、自主创

新时代化、科学管理标准化、客户服务

立体化为方向，向着一流医药企业努力

迈进。 未来，维康药业将继续沿着民族

医药这条路笃定踏实地向前迈进，为打

造值得信赖的医药健康企业砥砺前行！

维康药业董事长 刘忠良蒙泰高新董事长 郭清海

本次有幸作为创业板注册制

首批上市企业，成为国内丙纶第一

股， 是对我们长久以来扎根实业、

匠心细作的充分肯定和长远发展

的强大助力。

上市只是序言，不是终章。 蒙泰

高新将利用好资本市场这个平台，进

一步巩固核心技术优势及行业领先

地位，同时规范治理、诚信经营、做好

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不负广

大投资者的厚爱。

欧陆通董事长 王合球

二十多年来， 欧陆通跟随着中国

科技、产业和市场的进步，发展成为中

国开关电源行业的头部企业。 目前欧

陆通已经在办公电子、机顶盒、网络通

信、安防监控、音响、金融POS终端等

多个行业完成布局， 未来将进一步拓

展人工智能、医疗、新能源、汽车电子、

生物识别等发展潜力巨大的领域。

新舞台，新使命，中国的资本市

场充满活力， 欧陆通乘着改革之风，

将不断探索，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南大环境发源于百年

名校南京大学，在环境技术

服务领域持续深耕。

我们将借助资本市场

力量，坚持产学研融合的创

新战略和以奋斗者为本的

企业文化，将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为美丽中国战略提

供南大方案，为资本市场支

持高校科技产业发展谱写

新的篇章！

南大环境董事长 尹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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