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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证券”、“保荐人”或“保荐机构”）及

其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

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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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2188 号文

件核准，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凌云股份”）以

2019年 6 月 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收市后公司股本总额 455,070,966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本次配股已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刊登配股说明书，2019 年 6 月 20 日成功完成配股发行工作。 

财富证券作为凌云股份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认为

公司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上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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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特推荐其本次配股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公司名称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Ling Yu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Limited 

注册地址 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 

办公地址 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 

股本总额 455,070,966 股（发行前）；550,655,534 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赵延成 

股票简称 凌云股份 

股票代码 600480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地址 www.lingyun.com.cn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塑料燃气管道系统、给水管道系统、供热管道系统、大口径

排水管道系统及相关施工设备和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纳米材料加

工和应用；生产和销售汽车零部件、机械加工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设计、

开发。钢材、机械设备、工装销售；自有房屋出租、机械设备租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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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物业管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

备、零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报经批

准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营） 

（二）公司设立与上市 

发行人前身为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000 年 11 月，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2000]外经贸资二函字第 808 号”文件批准，原股东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现

更名为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第五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市燃气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作为

发起人，将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1 月，

发行人领取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企股冀保总字第 000708 号”，注

册资本：17,200.00 万元。 

2003 年 6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73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6,8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3.48 元，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至 24,000 万股；并于 2003 年 8 月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凌

云股份”，股票代码 600480。 

（三）主营业务 

凌云股份及下属子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业务、塑料管道系统生

产及销售业务。 

凌云股份及其子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及塑料管道系统产品两大类。汽车零

部件产品可分为汽车金属零部件和汽车塑料零部件两类产品，其中，公司汽车金属零部

件按照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的不同，可主要分为辊压件、冲压件、热成型产品，铝合金

产品等类型，具体包括保险杠、防撞杆、门槛件、热冲压件、汽车车门框及导轨、新能

源电池壳等产品，主要配套乘用车；汽车塑料零部件产品为汽车管路系统总成，配套乘

用车及卡车，主要包括燃油系统管路、制动系统管路、通风系统管路、冷却系统管路、

排水系统管路等产品。公司的塑料管道系统产品以燃气管道、给排水管道为主。 

（四）财务概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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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指标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1,327,389.77  1,185,119.67 1,001,463.35 

负债合计 749,355.17  650,256.51 519,905.78 

所有者权益 578,034.60  534,863.16 481,557.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397,492.36  378,673.66 349,897.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225,182.81  1,184,495.09 889,787.81 

营业成本 991,614.25  963,587.43 710,950.76 

营业利润 67,547.82  69,657.55 46,885.59 

利润总额 67,797.47  70,530.86 48,837.46 

净利润 55,433.73  57,390.93 38,182.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203.90  33,103.76 21,303.4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99.84  76,286.28 55,916.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27.49  -76,850.47 -71,868.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46.46  35,384.43 -14,792.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996.12  34,103.98 -30,054.86 

4、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1.23 1.13 1.14 

速动比率（倍） 0.93 0.87 0.84 

资产负债率（合并）（%） 56.45 54.87 51.9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0.68 43.89 44.13 

每股净资产（元/股） 8.73 8.32 7.76 

指标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56  7.44 6.19 

存货周转率（次）  5.64  5.98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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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周转率（次） 0.98 1.08 0.94 

息税前利润（万元）  79,722.81  80,143.81 58,146.19 

利息保障倍数（倍） 6.69 8.34 6.2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75 1.68 1.2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79 0.75 -0.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73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73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9 9.07 6.24 

二、本次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情况 

（一）配股实施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455,070,966 股，本次配股实际配售 95,584,568 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其中通过网上发行配售 94,395,489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通过网下发行配售 1,189,079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550,655,534 股。 

1、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2188 号文核准。 

2、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每股面值：1.00 元。 

4、配股数量：本次配股认购数量合计为 95,584,568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136,521,289 股的 70.01%。其中，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有效认购数量为

94,395,489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的 69.14%；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

量为 1,189,079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的 0.87%。 

5、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进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6、发行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8.74 元/股。 

7、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对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 2019 年 6 月 11 日（T 日）

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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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2）网下发行对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 2019 年 6 月 11 日（T 日）

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8、承销方式：代销。 

9、募集资金总额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35,409,124.32 元，

扣除发行费用 6,906,223.55 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828,502,900.77 元。

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证券登记及查询费及信息披露等费

用。 

10、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偿还

公司借款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 60,000 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其余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11、募集的验资情况：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的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14020003 号）。 

（二）本次申请上市的股份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凌云股份本次配股发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

为 94,395,489 股。本次配股新增的 1,189,079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暂不安排上市流通，

根据公司正在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该等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锁定期

截止日期与原股东被授予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相同；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满

后，其对应配售的本次配股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根据解锁条件的实现情况，同步解

锁或者回购注销。 

三、本次股票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条件 

（一）符合《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条件 

1、发行人已向上交所提出本次配股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的申请； 

2、本次配股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已聘请财富证券作为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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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配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188 号文核准，并

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完成配股发行工作，共计配售 95,584,568 股股票，占本次可配股份

总数 136,521,289 股的 70.01%； 

4、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550,655,534 股，公司股权结构符合相关上市

条件； 

5、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7、公司已按规定向上交所报送了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8、公司不存在其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1、凌云股份已按有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本次配股发行的相关公告； 

2、凌云股份已就本次配股上市事宜向上交所提交了如下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有关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3）按照规定编制的上市公告书； 

（4）与财富证券签订的保荐协议和财富证券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14020003 号）；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本次配股的登记托管出具了书

面确认文件； 

（7）凌云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 

（8）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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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本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

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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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存在需披露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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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保荐的一般承诺 

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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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保荐的逐项承诺 

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并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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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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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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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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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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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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完善、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

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完善有关

制度，并督促发行人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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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

易，保荐人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应事先通知保荐人，保荐人可派保荐代表人

列席相关会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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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

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要求发行人向保荐机构提供信息披露文



上市保荐书 

10 

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以供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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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查阅募集资金专户

中的资金使用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

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

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

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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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以及《保荐协议》

的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

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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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应协调为其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及

其签名人员，协助保荐机构及时、准确、充分地

了解、获取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所需的信息和资

料。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肖涛、曹海毅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32 层 

电 话：0731-88954790 

传 真：0731-84779555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次配股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票上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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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配股发行的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财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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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推荐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

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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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票上市保

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肖  涛 曹海毅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宛晨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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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保荐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 

保荐代表人的专项授权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保

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特指定肖涛、曹海毅担任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履行保荐职

责。 

特此授权。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肖  涛 曹海毅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宛晨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6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