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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下发的《关于第十八届发审委对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的要求，江苏连

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申请人”、“发行人”或“公司”）已

会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会计师”）就审核意见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说明，

并根据贵会审核意见函的要求提供了书面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

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简称具有

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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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你公司保荐的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已

经发审会审核，现将发审会审核意见函告如下： 

申请人控股股东控制的东粮码头、新益港、新苏港投资、新海湾、新东方集

装箱、新圩港拥有码头泊位资产，控股股东承诺： 

“若上述公司连续 3 年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港口集团

将于上述公司笫三年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一年内，且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后，将所

持有的上述公司的股权以合法方式注入连云港或转让给无关联笫三方”。 

根据发审会现场聆讯问题回复，请申请人：一、结合港口集团取得上述码头

泊位资产方式及时间，说明同业竞争形成的具体原因、控股股东建设或购买上述

码头泊位资产是否违反其公开承诺，是否获得申请人股东大会的同意或豁免，是

否损害申请人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二、结合近年码头

资产并购案例、申请人、港口集团控制的码头泊位资产最近三年又一期经营状况

及主要财务数据等，说明以“上述公司连续 3 年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6%"作为资产注入申请人或转让给无关联笫三方的前置条件是否合理，

预计何时满足上述前置条件，该等承诺是否切实可行，申请人对相关资产注入是

否拥有自主权；三、结合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说明如

何定位分工、相互竞争的具体情况，在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注入申请人或转让给无

关联第三方前，申请人及控股股东解决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并能

有效执行。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

明确核查意见。 

请结合上述意见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说明，在收到本意见

后 10 天内将公司落实审核意见情况函告我部并同时提供电子文档。如不能在规

定时间内提交回复材料，应于到期日前 2 个工作日向我部提交延期回复申请，说

明理由和具体回复时间。 

回复： 

一、结合港口集团取得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方式及时间，说明同业竞争形成的

具体原因、控股股东建设或购买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是否违反其公开承诺，是否获

得申请人股东大会的同意或豁免，是否损害申请人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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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次发行障碍 

（一）港口集团控制的东粮码头、新益港、新苏港投资、新海湾、新东方集

装箱、新圩港取得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方式及时间等具体情况，及历史上避免同业

竞争的相关措施 

1、东粮码头持有的庙岭港区 33 号泊位 

（1）东粮码头及其泊位的取得情况 

东粮码头前身国投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为港口集团参股公司，港口集团持股

35%，国投交通公司持股 65%。 

根据《关于连云港等三个港口扩建工程设计任务书的批复》（计交[1983]568

号），同意在连云港庙岭港区新建五个专业化深水泊位（含 33 号泊位）。根据《开

工报告》、《竣工报告》、《竣工验收证书》，庙岭港区 33 号散粮码头泊位于 1989

年 5 月开工建设，1993 年 1 月实际竣工并完成验收。 

国投交通公司是国内港口业唯一的中央级权益(经营性基金)的国家出资人

代表。2008 年，出于国有资产整体安排，国投交通公司挂牌转让包括国投连云港

码头有限公司 65%股权在内的多项港口码头资产。2008 年 9 月，国投交通公司

将其持有的 65%股权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拍卖，出于维护港口正常生

产经营和职工队伍稳定等考虑，港口集团受让了该等股权，成为东粮码头控股股

东。 

因此，发行人上市后，港口集团因国有资产整体安排而受让股权取得对东粮

码头及其持有的 33 号泊位的控制。东粮码头及其前身对庙岭港区 33 号泊位的筹

划、取得核准、施工建设等均在港口集团因股权受让东粮码头之前发生。 

（2）未注入原因 

东粮码头持有的 33 号泊位位于庙岭港区，具体货类和货种为粮食，属于专

业的散货粮食泊位，与发行人经营泊位专业分工有所差异。东粮码头因运营效益

不佳、盈利能力较差，若将东粮码头股权或该等泊位资产注入发行人，将可能对

发行人的盈利状况和财务情况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利益。 

（3）港口集团控制东粮码头后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2010 年 7 月，发行人与东粮码头签署《码头资产租赁协议》，租赁其所拥有

的庙岭港区 33 号码头泊位及附属设施，由发行人实际使用、运营。通过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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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位设施租赁给发行人的方式，实质性排除港口集团对该等码头资产的实际管理

经营，从而避免同业竞争，符合港口集团作出的同业竞争承诺。 

2018 年 4 月，为了防止港口集团与发行人产生同业竞争，发行人与港口集

团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港口集团将其持有的东粮码头 100%股权交由公司托管，

发行人能够通过托管实际控制被托管公司的经营管理，从而最终排除了港口集团

对该等码头项目资产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上述举措能够防止港口集团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合理有效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新益港持有的墟沟港区 67-69 号泊位 

（1）新益港所持泊位的取得情况 

2004 年 12 月，港口集团与新加坡公司丰益中国投资（益海）私人有限公司

合资设立益海（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新益港），港口集团持股 49%，

丰益中国投资（益海）私人有限公司持股 51%，系新益港控股股东。 

2004 年连云港市发改委作出《关于益海（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新建 67#泊

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连计外[2004]312 号），2006

年江苏省发改委作出《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连云港港墟沟港区 68#、69#泊位工程

项目的核准批复》（苏发改交能发[2006]241 号），同意建设 67 号、68 号、69 号

泊位。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连云港墟沟港区新建 67 号泊位对外开放的

批复》（苏政复[2006]61 号）、《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连云港墟沟港区 68 号 69

号码头泊位对外开放的批复》（苏政复[2008]41 号）同意，连云港墟沟港区 67 号、

68 号、69 号码头泊位分别于 2006 年、2008 年对外国籍船舶开放。 

2009 年 1 月，依据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关

于收购新益港（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股权有关问题的批复》（连国资产[2009]2

号），为适应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政府对连云港港发展的整体需要，港口集团

公司受让丰益中国投资（益海）私人有限公司拥有的新益港（连云港）码头有限

公司 51%的股权及相关权益。 

综上，在发行人 2007 年上市前，港口集团未控制新益港；在 2009 年港口集

团受让股权、取得新益港控制权之前，新益港已取得核准、施工建设、取得对外

开放批复等。发行人上市后，港口集团因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政府对连云港港

发展的整体需要，受让取得对新益港及其持有的 67-69 号泊位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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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注入原因 

2008 年 2 月，新益港与连云港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简称“连云港中远

船务”）签署《资产租赁合同》，将其拥有的 67-69 号泊位等资产出租给连云港中

远船务，用于开展船舶修理改装、海洋工程模块、船舶分段结构件制造等业务，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2013 年 5 月，连云港中远船务解散，新益

港所拥有的码头泊位一直未作装卸码头使用。 

新益港持有的墟沟港区 67-69 号泊位因运营效益不佳、盈利能力较差，若将

新益港股权或该等泊位资产注入发行人，将可能对发行人的盈利状况和财务情况

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利益。 

（3）港口集团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自 2008 年起，新益港将 67-69 号泊位作为修造船泊位出租给第三方使用，

一直未作装卸码头使用。2018 年 4 月，为了防止港口集团与发行人产生同业竞

争，发行人与港口集团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港口集团将其持有的新益港 100%。

发行人能够通过托管实际控制被托管公司的经营管理，从而最终排除了港口集团

对该等码头项目资产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上述举措能够防止港口集团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合理有效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3、新苏港持有的旗台港区 87-88 号泊位 

（1）新苏港及其泊位的取得情况 

江苏新苏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苏港”）于 2005 年 8 月份共同出资设立，

新苏港作为省级港口投资平台，是省政府支持连云港港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实体，

重点担负港口码头及配套设施、港口物流项目的投资、开发和经营。 

新苏港股东中港口集团持股 40%，江苏省人民政府独资公司江苏省国信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30%，江苏省人民政府独资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与江苏

省 9 个市国资委或市国资控股公司共同投资的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2010 年 12 月，新苏港、新加坡万邦集团（IMC INDUSTRIAL PORT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PTE. LTD）和江苏沙钢集团组建合资公司

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新苏港持有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 51%股权，

间接控制旗台港区 87-88 号泊位。 

2008 年，国家发改委作出《关于连云港港旗台港区 25 万吨级矿石码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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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交运[2008]1786 号），同意建设旗台港区 88 号泊位。2010

年，江苏省发改委作出《关于核准连云港港连云港区旗台作业区通用散货泊位工

程项目的通知》（苏发改基础发[2010]777 号），同意建设旗台港区 87 号泊位。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2 月，连云港市港口管理局分别核发《港口工程竣工验收

证书》（连港验证字[2016]7 号、苏交港验证字[2017]1 号），确认 87 号泊位、88

号泊位，竣工验收合格。 

为了进一步凸显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对连云港港口事业发展的支持和

帮助，充分发挥新苏港作为投资平台对连云港港口发展的促进作用，出于国有资

产整体安排，根据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与港口集团订立的《江苏新苏港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1%股东表决权让渡协议》，从 2017 年 9 月开始，江苏省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 30%股权中 11%的股东会表决权让渡给港口集团行使，港口集

团依照该等协议取得新苏港 51%股东表决权，从而取得对新苏港及其间接控制

的旗台港区 87-88 号泊位的控制权。 

综上，在发行人 2007 年上市前，港口集团未控制新苏港；在 2017 年港口集

团依据相关协议享有 51%股东表决权、控制新苏港前，新苏港作为省级港口投资

平台，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建设完成 87、88 号泊位。因此，发行人上市后，

港口集团因国有资产整体安排取得的股东表决权而取得对新苏港及其持有的 87-

88 号泊位的控制。 

（2）未注入的原因 

新苏港控股子公司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持有的旗台港区 87 号泊位为

通用散货泊位、88 号泊位为矿石泊位，主要货类及货种为开普敦型以上吨位船

舶所载铁矿石。 

根据相关说明，新苏港及其控股子公司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已取得国

海证 073200164 号、国海证 2016A32070300566 号，但因国家用海政策变化，87

号、88 号泊位经营所涉的部分海域尚未转让至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资

产权属存在瑕疵，暂无法注入上市公司，新苏港及其控股子公司连云港新苏港码

头有限公司及港口集团正在全力解决。 

（3）港口集团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发行人与港口集团分别于 2014 年 7 月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港口集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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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新苏港 40%股权托管给发行人，2018 年 4 月发行人与港口集团签订了

新的《股权托管协议》，约定港口集团将其持有的新苏港 40%股权交由发行人托

管，发行人能够通过托管实际控制被托管公司的经营管理，从而最终排除了港口

集团对该等码头项目资产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上述举措能够防止港口集团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合理有效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新东方集装箱持有的庙岭港区 24-28 号泊位 

（1）新东方集装箱及其泊位取得情况 

新东方集装箱是于 2007 年 7 月由原“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分立产生，其股权结构为中海集运全资子公司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5%，

港口集团持股 45%。 

2006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连云港港庙岭二期突堤工程项目核准的批

复》（发改交运[2006]475 号），同意建设庙岭港区 5 个集装箱专用泊位。2016 年

6 月，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核发《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苏交港验证字[2016]12

号），确认 24-28 号泊位竣工验收合格。 

2013 年 10 月，中海集运向其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下属的中海

码头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在此过程中，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新东方集装箱 55%股权在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受让方。港口集团出于国有资产经营安排、贯彻引进

战略投资者经营战略，抓住集装箱码头发展契机，也为发行人未来经营集装箱码

头业务做好前期培育工作，联合新加坡港务集团（PSA）共同摘牌取得上述股权，

其中港口集团受让取得 6%股权。本次转让后，港口集团合计持有 51%股权，成

为新东方集装箱控股股东，从而取得新东方集装箱名下 24-28 号泊位资产。 

可见，在上市公司 2007 年首发上市时，港口集团未控制新东方集装箱；在

港口集团 2013 年控股新东方集装箱之前，新东方集装箱 24-28 号泊位已取得建

设核准，并开始施工建设。在发行人 2007 年首发上市后，港口集团因受让股权

而取得新东方集装箱及其已有 24-28 号泊位的控制权。 

（2）未注入的原因 

新东方集装箱拥有的庙岭港区 24-28 号为 5 个集装箱泊位，主要货类为内贸

集装箱，而发行人未专门经营集装箱泊位，即新东方集装箱的泊位与发行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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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泊位的专业分工有差异。此外，新东方集装箱因运营效益不佳、

盈利能力较差，注入该等泊位资产可能影响发行人的盈利状况，不利于发行人及

其股东的利益。 

（3）港口集团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新东方集装箱拥有的庙岭港区 24-28 号为 5 个集装箱泊位，主要货类为集装

箱，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泊位所对应货物和装卸方式有重大区别。此

外，发行人与港口集团分别于 2014 年 7 月和 2018 年 4 月签订了《股权托管协

议》，约定港口集团将其持有的新东方集装箱股权交由公司托管。发行人能够通

过托管实际控制被托管公司的经营管理，从而最终排除了港口集团对该等码头项

目资产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上述举措能够防止港口集团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合

理有效地进一步避免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5、新海湾持有的赣榆港区 201-204 号泊位 

（1）新海湾泊位取得情况 

为了加快提升连云港港口功能，增强港口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2005 年 8

月，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政府提出“一体两翼”组合港建设新战略。2008 年 3

月，《连云港港总体规划》获得交通部和江苏省政府的联合批准，确立了建设港

口群、发展组合港的思路，提出了以现有港区为主体，跳出现有港池，向南北两

翼拓展的发展战略，其中北翼以赣榆县城为中心，依托赣榆港区发展柘汪、海头

片区石化和重型制造业；南翼依托徐圩港区和灌河港区发展钢铁、石化等临港重

型产业。 

港口集团作为连云港市级国资唯一的港口开发运营主体，负有落实连云港市

政府对全市港口建设规划，主导“一体两翼”组合港开发的责任，在北翼港区投

资并控股设立新海湾，完成了赣榆港区 201 号-204 号泊位的建设。港口集团对赣

榆港区及相关泊位的建设，定位于赣榆港区以服务后方精细化工、加工工业等临

港工业起步，未来可发展为后方临港工业和腹地经济服务的综合性港区。 

2011 年 10 月，江苏省发改委作出《关于核准连云港港赣榆港区一期（起步）

工程项目的通知》（苏发改基础发[2011]1622号），同意赣榆港区 4个泊位的建设。

2016 年 8 月、2017 年 5 月，连云港市港口管理局分别核发《港口工程竣工验收

证书》（连港验证字[2016]5 号、连港验证字[2017]2 号），确认 201-204 号泊位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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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合格。 

（2）未注入原因 

新海湾持有的赣榆港区 201-204 号泊位所涉部分土地为划拨用地，土地使用

权权属、取得程序存在瑕疵，暂无法注入上市公司，新海湾及港口集团正在全力

解决。另一方面，新海湾因运营效益不佳、盈利能力较差，注入该等泊位资产可

能影响发行人的盈利状况，不利于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利益。 

（3）港口集团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发行人与港口集团分别于 2014 年 7 月和 2018 年 4 月签订了《股权托管协

议》，约定港口集团将其持有的新海湾股权交由公司托管。发行人能够通过托管

实际控制被托管公司的经营管理，从而最终排除了港口集团对该等码头项目资产

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上述举措能够防止港口集团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合理有效

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6、新圩港持有的徐圩港区 101-102 号泊位 

（1）新圩港泊位取得情况 

在“一体两翼”规划中，南翼徐圩港区是连云港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发

建设对于缓解连云港港城发展矛盾、拓展港口服务功能、促进连云港港全面、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将在优化全省生产力布局、引导产业发展、带动地方

及苏北，乃至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交通部审查通过的

《连云港港总体规划》中，确定徐圩港区的发展定位为：徐圩港区是连云港港发

展成为区域性中心港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拓展港口功能、实现港口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是江苏省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四沿”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是苏

北地区及周边部分省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依托。徐圩港区

将依托临港工业起步，逐步发展成为为腹地经济和后方临港工业服务的综合性港

区。 

港口集团作为连云港市级国资唯一的港口开发运营主体，负有落实连云港市

政府对全市港口建设规划，主导“一体两翼”组合港开发的责任，在实施连云港

市“一体两翼”规划中，除了前述对北翼赣榆港区的建设外，对南翼徐圩港区也

进行了投资、建设。港口集团于 2013 年设立独资子公司新圩港，建设徐圩港区

相关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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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江苏省发改委作出《关于核准连云港港徐圩港区一期工程项

目的通知》（苏发改基础发[2011]2002 号），同意徐圩港区 2 个泊位的建设。2016

年 11 月，连云港市港口管理局核发《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证书》（连港验证字[2016]9

号），确认 101 号、102 号泊位竣工验收合格。 

（2）未注入原因 

新圩港持有的徐圩港区 101、102 号泊位所涉部分土地使用权为第三方拥有

的土地使用权，且已设置相关抵押，土地使用权权属和使用方面存在瑕疵，暂无

法注入上市公司，新圩港及港口集团正在全力解决。另一方面，新圩港因运营效

益不佳、盈利能力较差，注入该等泊位资产可能影响发行人的盈利状况，不利于

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利益。 

（3）港口集团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发行人与港口集团分别于 2014 年 7 月和 2018 年 4 月签订了《股权托管协

议》，约定港口集团将其持有的新圩港股权交由公司托管。发行人能够通过托管

实际控制被托管公司的经营管理，从而最终排除了港口集团对该等码头项目资产

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上述举措能够防止港口集团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合理有效

地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二）控股股东建设或购买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是否违反其公开承诺，是否获

得申请人股东大会的同意或豁免。是否损害申请人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否构

成本次发行障碍 

1、港口集团建设或购买上述码头泊位资产，主要出于国资划转整体安排、

落实连云港市政府对全市港口建设规划等客观原因 

2007 年发行人 IPO 上市后，港口集团因国有资产安排和管理整体调整而取

得新苏港部分股东表决权，而东粮码头、新益港、新东方集装箱因建设码头成本

较高、盈利空间和盈利能力较差，原控股股东挂牌出让股权、退出投资，港口集

团依照国资管理安排，为了相关公司平稳运营、稳定就业，而取得 4 家公司控制

权。在港口集团取得该等控制权之前，4 家公司均已取得相关泊位建设核准并施

工建设、甚至竣工、投产，港口集团未主动筹划、建设相关泊位，也未主动取得

或利用相关公司或泊位控制权。 

此外，港口集团作为连云港市级国资唯一的港口开发运营主体，负有落实连



12 
 

云港市政府对全市港口建设规划，主导“一体两翼”组合港开发的责任。港口集

团按照政府统一安排，通过在赣榆港区设立新海湾、在徐圩港区设立新圩港，进

行先行投资建设、培育。 

2、港口集团购买或建设的泊位与发行人自身泊位专业分工有所差异 

发行人直接经营的货种主要有煤炭、焦炭、有色矿、氧化铝、机械设备、胶

合板、钢铁、散化肥、巴拿马型船载运铁矿石等。除发行人外，港口集团及其投

资的企业拥有的经营性海港泊位，经营的货种主要有粮食、集装箱、原油、开普

型以上吨位船载运铁矿石等。发行人泊位和港口集团泊位经营货种、专业化分工

有所差异。 

3、港口集团未实际控制上述泊位资产的经营管理，将在先行投资建设、培

育后择机注入发行人 

港口集团作为连云港市级国有企业，在港口事业方面具有优势。同时，由于

港口码头泊位的建设投资规模较大、周期长，前期盈利能力差，对“两翼地区”

的开发和投资也较大。港口码头泊位的建设从前期规划设计、申请岸线使用、申

请海域使用、项目安全评价、通航安全论证、职业卫生评价、社会稳定评估、环

境影响评价等事项的筹办、建设到正式投入运营一般需要 3 年以上的时间，建设

周期较长，而新增码头泊位的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针对前述泊位资产，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避免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

能力构成不利影响，港口集团通过自建或受让股权的形式取得相关公司及码头泊

位控制权后，采取股权托管等方式对同业竞争采取了充分的解决措施。在股权托

管模式下，港口集团未实际管理经营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的泊位，上市公司能

够实际享有对相关公司及码头泊位的控股经营管理权，并获得合理收益，而不需

承担盈利不稳定或重大亏损的风险。在相关控制企业解决基础法律瑕疵、实现稳

定收益后，港口集团将按照承诺以合法方式注入连云港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以最终排除港口集团对该等泊位项目资产的实际管理、运营权，从而避免与连云

港形成同业竞争的情况。 

综上，2007 年发行人 IPO 上市后，港口集团出于国资管理整体安排、落实

连云港市政府“一体两翼”港口建设规划等原因，存在取得相关码头泊位的情况。

同时，经过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港口集团及其控制企业通过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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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等方式对潜在同业竞争采取了充分的解决措施。港口集团在发行人 2007 年

上市之后未实际管理经营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的泊位资产。因此，港口集团未

违反 2007 年上市时做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港口集团不存在因违反其公开

承诺而需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同意或豁免履行的情况，不存在实质性损害申请

人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障碍。 

二、结合近年码头资产并购案例、申请人、港口集团控制的码头泊位资产最

近三年又一期经营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等，说明以“上述公司连续 3 年经审计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作为资产注入申请人或转让给无关联笫三方

的前置条件是否合理，预计何时满足上述前置条件，该等承诺是否切实可行，申

请人对相关资产注入是否拥有自主权 

（一）近年码头资产并购案例 

近年来码头资产并购案例及标的资产相应的被收购前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上市公

司 

收购

时间 
标的资产 评估方法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重庆港九 

（600279

.SH） 

2019

年 12

月 

国投重庆果园

港港务有限公

司 100%股权 

资产基础

法 
是 206.45 789.35 588.97 

重庆珞璜港务

有限公司 

49.82%股权 

资产基础

法 
是 2,268.38 4,097.42 3,178.80 

上市公

司 

收购

时间 
标的资产 评估方法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2015 年 

北部湾港 

(000582.

SZ) 

2018

年 12

月 

广西钦州保税

港区盛港码头

有限公司 

100%股权 

资产基础

法 
是 -37.66 -180.61 599.28 

北海港兴码头

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 

资产基础

法 
是 -12.2 -22.31 -11.95 

防城港胜港码

头有限公司 

100%股权 

资产基础

法 
是 2,923.29 3,091.88 10,928.38 

上市公

司 

收购

时间 
标的资产 评估方法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 2014 年 

南京港 

（002040

.SZ） 

2017

年 1

月 

南京港龙潭集

装箱有限公司

54.71%股权 

资产基础

法 
是 1,662.55 6,547.30 7,898.09 

上市公

司 

收购

时间 
标的资产 评估方法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2015 年 

唐山港 

（601000

.SH） 

2017

年 11

月 

唐山港国际集

装箱码头有限

资产基础

法 
是 1,316.08 447.48 -8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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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0%股

权 

上市公

司 

收购

时间 
标的资产 评估方法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2015 年 

宁波港 

（601018

.SH） 

2016

年 8

月 

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 85%股

权 

市场法 是 1,316.08 447.48 -838.11 

港口行业的并购主要通过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主要为上市公司从关联方整

合收购资产，上述案例中被收购的标的资产通常满足一定的盈利条件。 

（二）申请人、港口集团控制的码头泊位资产最近三年又一期经营状况及主

要财务数据 

1、发行人经营状况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经营的泊位包括煤炭、氧化铝、散化肥等专业化泊位和通用散杂货泊

位，主要装卸货种有：煤炭、焦炭、有色矿、氧化铝、机械设备、胶合板、钢铁、

散化肥、巴拿马型船载运铁矿石等。报告期，发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

关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71,887.18 142,463.21 132,554.78 130,768.54 

净利润 3,034.04 3,314.07 1,854.80 1,450.99 

净资产 451,951.30 452,357.18 375,644.49 358,85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21% 0.11% 0.39%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净利润呈现增长趋势，盈利能力整体不断提升。 

2、东粮码头经营状况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东粮码头主要经营粮食泊位，报告期内，东粮码头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

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977.03 8,548.79 7,786.04 9,812.27 

净利润 364.48 -44.1 -1,041.60 193.14 

净资产 41,147.47 40,777.48 40,821.58 41,863.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0.11% -2.52% 0.46% 

东粮码头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分别为 0.46%、-2.52%、-0.11%和 0.89%，净利润分别为 193.14 万元、-1,0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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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44.10 万元、364.48 万元，东粮码头最近三年一期利润水平较低。 

3、新益港经营状况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新益港下属泊位目前尚未投入装卸生产，报告期内未产生收入。报告期内，

新益港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            -            -            -    

净利润 -935.81 1,120.16 -2,097.19 -1,814.44 

净资产 3,013.57 3,949.38 2,829.22 4,926.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8% 33.06% -54.09% -36.83% 

新益港目前尚无收入，未形成正常生产能力。 

4、新苏港投资经营状况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新苏港投资主要经营铁矿石专业化泊位，主要停靠开普型船舶，主要装卸货

种为开普型以上吨位船载运铁矿石，新苏港投资经营稳定，最近几年已连续盈利。

报告期内，新苏港投资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5,493.16 54,012.22 50,899.43 47,887.99 

净利润 3,149.44 5,826.71 5,958.72 3,561.08 

净资产 161,111.11 157,746.65 152,192.96 146,48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3.76% 3.99% 2.43% 

新苏港投资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分别为 2.43%、3.99%、3.76%和 1.98%，净利润分别为 3,561.08 万元、5,958.72

万元、5,826.71 万元和 3,149.44 万元，新苏港投资的盈利水平良好。 

5、新东方集装箱经营状况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新东方集装箱主要经营集装箱泊位，最近连续亏损，运营效益较差。报告期

内，新东方集装箱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0,215.91 22,020.75 20,873.16 17,980.00 

净利润 -1,494.28 -1,890.29 -3,379.48 -4,986.94 

净资产 121,889.01 123,383.29 125,273.57 128,6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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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52% -2.66% -3.88% 

新东方集装箱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为-3.88%、-2.66%、-1.52%、-1.22%，净利润分别为-4,986.94 万元、-

3,379.48 万元、-1,890.29 万元、-1,494.28 万元。新东方集装箱最近三年一期利润

水平较低。 

6、新海湾经营状况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新海湾主要经营通用散货泊位，主要装卸的货种为红土镍矿、原油等。报告

期内，新海湾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3,645.63 31,385.05 27,038.69 25,273.92 

净利润 -397.01 266.33 -1,740.27 975.65 

净资产 80,318.24 80,644.02 80,377.69 82,117.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0.33% -2.14% 1.19% 

新海湾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

别为 1.19%、-2.14%、0.33%、-0.49%，净利润分别为 975.65 万元、-1,740.27 万

元、266.33 万元、-397.01 万元。最近三年一期利润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是最近

新海湾的重大资产投资逐步完成转固，固定资产折旧等金额较大。 

7、新圩港经营状况和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新圩港主要经营通用散货泊位，主要装卸的货种为红土镍矿等。报告期内，

新圩港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1,609.23 25,446.74 20,696.19 15,289.27 

净利润 -427.64 -2,820.91 -3,451.70 -1,122.87 

净资产 56,192.18 56,548.82 59,369.72 62,821.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4.87% -5.65% -1.79% 

新圩港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

别为-1.82%、-5.70%、-4.85%、-0.76%，净利润分别为-1,122.87 万元、-3,451.70

万元、-2,820.91 万元、-427.64 万元。最近三年一期新圩港利润水平较低。 

（三）说明以“上述公司连续 3 年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作为资产注入申请人或转让给无关联笫三方的前置条件是否合理，预计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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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足上述前置条件，该等承诺是否切实可行 

1、原有承诺具体内容 

出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等考虑，2019 年 4 月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中，港口集团作出承诺：“本公司持有东粮码头、新益港、新苏港投资、新

海湾、新东方集装箱、新圩港的股权，上述公司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为

了不给连云港增加负担，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上述 6 家公司股权交由连云

港进行托管，暂不将上述股权注入连云港。若上述公司连续 3 年经审计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本公司将于上述公司第三年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一

年内，且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后，将所持有的上述公司的股权以合法方式注入连云

港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2、港口集团拟对原承诺内容进行规范完善，优化注入条件 

为进一步完善港口集团将下属资产注入发行人的条件，港口集团已通过内部

决策拟对原承诺内容规范完善，删除了连续 3 年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6%的前置条件，即港口集团已经不再将连续 3 年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6%作为将相关资产注入发行人的前置条件。港口集团对原承诺

的规范完善事宜已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待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拟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

《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规范完善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港口集团

拟规范完善后的承诺的具体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除港口股份外，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企

业拥有如下经营性海港泊位，并已采取相关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序号 拥有主体 

港口集团 

控制股份比

例 

泊位名称 
泊位 

个数 

1 
连云港东粮码头有

限公司 
71.89% 庙岭港区 33 号泊位 1 

2 
新益港（连云港）

码头有限公司 
100% 墟沟港区 67-69 号泊位 3 

3 
江苏新苏港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40% 旗台港区 87-88 号泊位 2 

4 
连云港新海湾码头

有限公司 
65% 赣榆港区 201-204 号泊位 4 

5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 
51% 庙岭港区 24-28 号泊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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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拥有主体 

港口集团 

控制股份比

例 

泊位名称 
泊位 

个数 

6 
连云港新圩港码头

有限公司 
100% 徐圩港区 101-102 号泊位 2 

7 港口集团 - 庙岭港区 31-32 号泊位 2 

基于港口码头泊位的建设投资规模较大、周期长，前期盈利能力差的客观原

因，为把握商业机会，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先行投资建设、培育，在

上述泊位建成或因受让相关股权而取得后，本承诺人已通过股权托管、租赁等形

式，使港口股份及其参股公司取得上述泊位资产管理权，履行了避免同业竞争的

义务，实现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承诺人承诺： 

（1）对上述 19 个泊位，如果港口股份有意向收购上述泊位，本承诺人将无

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向港口股份转让本承诺人所持相关拥有主体的全部

股权；本承诺人将积极促使上述泊位资产达到注入港口股份所需满足的监管审批

和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条件，以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资产权属清晰、

不存在重大法律瑕疵、连续两年盈利。 

（2）本承诺人将在 2025 年底之前，尽一切合理努力将满足前述第（1）款

所述条件的资产，采取“成熟一批、注入一批”的方式分批注入港口股份。其中，

在 2023 年底之前，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所持的江苏新苏港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控制的泊位资产注入港口股份；在 2025 年底之前，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

将促使其他满足相应条件的泊位资产注入港口股份； 

（3）在前述情况达成之前，本承诺人与港口股份仍须采取股权托管或其他

被监管部门所认可的实际控制权转移方案，确保港口集团不会实际控制经营相关

泊位资产。” 

根据港口集团规范完善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内容，对于上述 19 个

泊位，如果港口股份有意向收购上述泊位，港口集团将无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

程序向港口股份转让本承诺人所持相关拥有主体的全部股权；同时港口集团也承

诺了在 2023 年和 2025 年之前采取“成熟一批、注入一批”的方式分批注入，承诺

内容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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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人对相关资产注入是否拥有自主权 

根据港口集团规范完善后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内容，对于港口集团

下属的泊位，如果发行人有意向收购上述泊位，港口集团将无条件按公允价格和

法定程序向发行人转让港口集团所持相关拥有主体的全部股权。 

若在投资控股发行人期间，港口集团及港口集团控制的企业拟出售与发行人

所从事相同或相似生产经营业务的资产或权益的，同等条件下发行人享有优先购

买权。未经发行人书面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港口集团及港口集团控制的企业不得

与任何人拟定或开展上述交易。 

由上可见，相关资产注入发行人的决定权为发行人，同时未经发行人的书面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港口集团不得将相关资产或权益对外出售。 

三、结合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说明如何定位分工、

相互竟争的具体情况，在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注入申请人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

前，申请人及控股股东解决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并能有效执行 

（一）结合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说明如何定位分

工、相互竟争的具体情况 

1、连云港和港口集团基本业务及分工情况 

连云港为港口集团下属的专门从事海港码头运营的平台，主要从事港口货物

的装卸、堆存及港务管理服务。连云港的发展战略为“以先进技术、现代管理为

手段，深化资本运作、增强国际运输和综合枢纽服务能力，延伸港口产业链，向

集码头运营、物流服务、资本运作、智慧港口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港口经营人

和物流服务商的转变，更好的实现经营效益持续健康增长，更好的服务于国家战

略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 

港口集团成立于 1990 年，注册资本 78 亿元，业务范围包括贸易业务、工程

建设、物流运输、建筑装饰、房地产开发、港口运营等。其中，港口集团的海港

运营业务主要通过发行人进行。除发行人外，港口集团控制的企业拥有如下经营

性海港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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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泊位名称 主要用途 
主要货类 

所属港区 
和货种 

一、连云港东粮码头有限公司 

1 33 号泊位 粮食泊位 粮食 庙岭港区 

二、新益港（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 

2 67 号泊位 散杂货 
尚未投入装卸

生产 

墟沟港区 

3 68 号泊位 散杂货 墟沟港区 

4 69 号泊位 散杂货 墟沟港区 

三、江苏新苏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 87 号泊位 通用散货 
开普型以上吨

位船载运铁矿

石 

旗台作业区 

6 88 号泊位 矿石 旗台作业区 

四、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7 24 号泊位 集装箱泊位 

集装箱 

庙岭港区 

8 25 号泊位 集装箱泊位 庙岭港区 

9 26 号泊位 集装箱泊位 庙岭港区 

10 27 号泊位 集装箱泊位 庙岭港区 

11 28 号泊位 集装箱泊位 庙岭港区 

五、连云港新海湾码头有限公司 

12 201 号泊位 液体化工 原油 赣榆港区 

13 202 号泊位 通用散货 

红土镍矿 

赣榆港区 

14 203 号泊位 通用散货 赣榆港区 

15 204 号泊位 通用散货 赣榆港区 

六、连云港新圩港码头有限公司 

16 101 号泊位 通用散货 
红土镍矿 

徐圩港区 

17 102 号泊位 通用散货 徐圩港区 

七、港口集团 

18 31 号泊位 集装箱泊位 
集装箱 

庙岭港区 

19 32 号泊位 集装箱泊位 庙岭港区 

2、发行人与港口集团业务分工定位不同，能够避免相互竞争 

发行人主要从事海港运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港口货物的装卸、堆存及港务

管理服务，发行人直接经营的货种主要有煤炭、焦炭、有色矿、氧化铝、机械设

备、胶合板、钢铁、散化肥、巴拿马型船载运铁矿石等。除发行人外，港口集团

及其投资的企业拥有的经营性海港泊位，经营的货种主要有粮食、集装箱、原油、

开普型以上吨位船载运铁矿石等，经营货种与发行人专业分工有所差异，且上述

码头资产已经由发行人通过托管的方式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综上，连云港主要从事海港运营业务，而港口集团主要从事除海港运营业务

外的其他业务，双方业务分工定位不同。此外，港口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虽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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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海港泊位的情况，但上述泊位资产经营货种与发行人专业分工有所差异，

且港口集团已经通过托管、租赁等方式避免直接经营上述泊位资产。发行人通过

托管形式能够实际控制上述 6 家公司经营管理，有助于发行人与港口集团合理分

工，有效避免相互竞争。 

（二）在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注入申请人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前，申请人及

控股股东解决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并能有效执行 

1、通过托管、租赁能够有效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在前述码头泊位资产注入申请人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前，港口集团已经通

过托管、租赁等方式避免直接经营上述泊位资产。 

2018 年 4 月发行人与港口集团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港口集团将持有的

6 家公司股权交由发行人托管，发行人能够通过股权托管实际控制上述 6 家公司

经营管理，能够有效消除控股股东港口集团与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履行港口集

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此外，通

过持续租赁泊位的方式能够排除港口集团对相应码头资产的实际管理运营权，从

而避免了同业竞争。 

因此，港口集团通过托管、租赁能够有效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发行人及控股股东解决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已经建立健全并能有效执行 

发行人制定并实施了多项避免、规范、解决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关联方之间

利益冲突的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防止大股

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专项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上述制度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等行为予以

规范，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合理侵害公司财产、业务、人员、部门独立

性，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可能造成

不当利益输送行为。 

根据港口集团作出的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

材料，发行人报告期内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港口集团内部已建立

相关制度，明确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其作为上市公司股东行使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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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程序和方式等。港口集团切实实现上市公司资产完整，控股股东按照法律

规定及合同约定及时办理投入或转让给公司资产的过户手续，不存在以显失公平

的方式与公司共用或占用公司资产、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和配套设施等。港口集团积极维护公司业务独立，采取股权转让、股权托管和资

产租赁等形式，将所控制的泊位资产交由上市公司实际运营、管理，避免港口集

团直接经营上述泊位资产。港口集团不存在以控股股东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

而损害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港口集团以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行使股东权利，通过股东大会依法参与公司重大事

项的审议、决策，并依法对关联交易等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根据发行人与港口集团分别作出的说明和保证，在上述码头泊位资产注入发

行人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前，发行人将依据有效法律规定、规则和监管机构要

求，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各项解决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港口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将

无条件遵守有效法律规定、规则和监管机构要求行使股东权利，维护上市公司资

产、业务、人员、部门和财务的独立性，避免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四、执行的程序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查阅了发行人取得相关

码头泊位资产的资料，查阅了与港口集团之间《股权托管协议》、《设施租赁协议》

等协议，查阅了发行人审议相关股权托管等内部会议文件；2、查阅了控股股东

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历年年度报告对控股股东

履行承诺情况的披露信息；3、取得了发行人及相关股权托管公司的审计报告、

财务报表，了解相关股权托管公司的财务情况；4、了解港口集团的具体业务范

围，取得港口集团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泊位及设施情况的说明，查阅了发行人

及控股股东解决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认为：1、出于国资划转整体安排、落实

连云港市政府对全市港口建设规划等原因，港口集团建设或购买上述码头泊位

资产具有合理客观原因，上述码头泊位资产与发行人自身泊位专业分工有所差

异；同时，港口集团及其控制企业采取股权托管等方式合理、充分措施避免同业

竞争，港口集团不存在违反其公开承诺，不存在因违反其公开承诺而需获得申请

人股东大会的同意或豁免履行的情况，不存在实质性损害申请人及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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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的情形，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障碍；2、港口集团已规范完善了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修改了连续 3 年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的条件，

港口集团承诺在 2025 年底之前，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促使满足相应条件

的泊位资产注入发行人，该等承诺具有可行性；发行人对相关资产注入拥有自主

权；3、发行人与港口集团定位、分工明确，港口集团下属的泊位均已通过托管

等方式有效的避免了同业竞争；在港口集团旗下码头泊位资产注入发行人或转

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前，发行人及控股股东解决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能够建立健

全并能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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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八届发审委对江苏连

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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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八届发审委对江苏连云

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赵毅             赵彬彬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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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发审委意见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现就本次发审委意见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审委意见回复报告的

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发审委意见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