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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157,728,706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股票价格：3.17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98.02 元 

4、募集资金净额：494,490,564.06 元 

二、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6 月 24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

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18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之行为 

连云港/发行人/公司 指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港口集团 指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

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报告期 指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股东大会 指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

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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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Lianyungang Port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7322513070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注册资本：1,093,826,212 元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区庙岭港区港口四路

8 号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601008） 

邮政编码：222042 

电话号码：0518-82389269 

传真号码：0518-82389259 

互联网网址：www.jlpcl.com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为旅客提供侯船及上、下船设施和服

务；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仅限为船舶提供岸电）；

普通货运；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服务；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

安装、维修；工索具制造、销售；散货包装服务；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8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020 年 9 月 1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港口集团转送的云港控股发〔2020〕

121 号《关于同意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有关事项的批复》，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 

2020 年 9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三）监管部门的审核过程 

2020 年 12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

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1 年 3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连云港港口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7 号）核准批文，核

准本次发行。 

（四）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港口集团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中信建投证券指定

账户。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会师报字(2021)第 7391 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 17:00 时止，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认购资

金专用账户已收到特定投资者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

499,999,998.02 元。 

2021 年 6 月 11 日，中信建投证券已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和承销费后的上述

认购款划转至连云港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1 年 6 月 11 日，上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21)第 7390 号《验资报告》，确认

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8.02 元，扣除中信建投证券不含税保荐

费和承销费为人民币 3,690,566.04 元，实际已收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

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496,309,431.98 元，扣除其他不含税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1,818,867.92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4,490,564.06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6 月 24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

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18 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57,728,706 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

本的 15%，即不超过 164,073,931 股（含本数）。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 2.99 元/股）与本次发行前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按“进一位”保留两位小数精确至分，即 3.19 元/股）。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若公司在发行前

最近一期末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3.19 元/股。2021 年 4 月 16 日，公

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 2020

年度权益分派结果，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3.19 元/股调整为 3.17 元/股。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8.02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

5,509,433.9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94,490,564.06 元，将全部用于偿还银

行借款。 

（五）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港口集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以现金

方式认购。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港口集团 157,728,706 499,999,998.02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57,728,706 股，发行对象家数为 1 名，具体

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0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资本：78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 18-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139008250P 

（二）主营业务情况 

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停靠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设

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放、

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



 

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交接过程中的点数和检查货物表面

情况的理货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燃物料、生活品供应、船员接送及船舶污染

物（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和加工

洗烫衣服等船舶港口服务 ；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含机车）和港口机械的租赁、

维修业务；（以上凭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保税仓储（危化品除外）；港口与航

道设施工程、建筑工程、给排水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建筑

智能化工程、通信管线工程设计与施工；港口疏浚作业；煤炭销售；房地产开发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物业管理服务；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网

络技术服务；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沿海、沿江及内河运

输；环境工程监理及环境技术检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通信工程施工；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无车承运人），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3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瓶（桶）装饮

用水生产与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卷烟（雪茄烟）零售；船舶制造；船舶

修理及潜水作业；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卫生防疫服务；计量器具检测及

衡器设备安装检定等；废旧物资回收；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的经营与管

理；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乙醇汽油、柴油、煤油零售；燃气销售；港

口铁路运输；港区电力供应。（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57,728,706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发行对象港口集团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571,272,029

股，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52.23%，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港口集团

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729,000,735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58.25%。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前 12 个月内，与港口集团及其关联方有关的重大关

联交易均已披露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 

（六）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七）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情况 

港口集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

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八）发行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Ⅰ类

专业投资者、Ⅱ类专业投资者、Ⅲ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

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 级（保守型，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C2

级（谨慎型）、C3 级（稳健型）、C4 级（积极型）、C5 级（激进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级（稳

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可认购。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次发行对象进行了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港口

集团属于Ⅱ类专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

配，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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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赵彬彬 

项目协办人：龙舟 

项目组成员：郭瑛英、张帅、郑成龙、史记威、李立波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电话：010-65608277 

传    真：010-86451190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项目组成员：章骏飞、原野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传    真：010-66578964 

（三）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 责 人：李强 

经办律师：钱大治、王珍 

联系地址：静安区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 层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传    真：021-52433320 

（四）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张晓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兰正恩、王新成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5 层 

联系电话：010-82849952 

传    真：010-82843315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571,272,029  52.23%  国有法人 

2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916,912  1.00%  其他 

3 杨继耘 2,500,100  0.23%  境内自然人 

4 罗月庭 2,000,000  0.18%  境内自然人 

5 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703,698  0.16%  国有法人 

6 王大山 1,437,903  0.13%  境内自然人 

7 宋丹 1,334,900  0.12%  境内自然人 

8 赵洪君 1,237,900  0.11%  境内自然人 

9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211,925  0.11%  其他 

10 廖季夫 1,016,000  0.09%  境内自然人 

合  计 594,631,367 54.36%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729,000,735 58.25% 国有法人 

2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916,912 0.87% 其他 

3 罗月庭 2,900,000 0.23% 境内自然人 

4 杨继耘 2,500,100 0.20% 境内自然人 

5 王怀林 1,954,779 0.16% 境内自然人 

6 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703,698 0.14% 国有法人 

7 王大山 1,433,003 0.11% 境内自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8 孙慧卿 1,400,000 0.11% 境内自然人 

9 宋丹 1,340,400 0.11% 境内自然人 

1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

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211,925 0.10% 其他 

合  计 754,361,552 60.28% -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业务、资产的整合计划、公司章程、股东结构、

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经营管理的影响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偿还银行借款。本次发行

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

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巩固和加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对公司经营管理有积极的意义，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不涉及对公司现有资产的整合，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产生重大

影响。若公司在未来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

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本总额将相应增加，股东结构将

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发行结果和股本的变化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的相

关条款进行调整，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3、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港口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571,272,029 股股份，直接持股比例

52.23%，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港口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729,000,735 股股份，直接持股比

例 58.25%，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连

云港市国资委。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港口集团 571,272,029 52.23% 729,000,735 58.25% 

其他股东 522,554,183 47.77% 522,554,183 41.75% 

合计 1,093,826,212 100.00% 1,251,554,918 100.00% 

4、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暂无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会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

有所下降，偿债能力将得到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优化财务结构。 

2、本次发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借款，

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增厚每股收益。短期内，公司可能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出现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情况，但从长期来看，公司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资金实力显著增强，有利于后续发展和盈利能力提升。 

3、本次发行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

加；偿还银行借款将使当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增加，今后偿还利息减少将

使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有效缓解债务到期偿付的现金流压力。 



 

（三）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港口集团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均不会发生变化，除港口集团参与本次发行导致的关联交易外，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同时，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

规定，确保本公司依法运作，保护本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不受损害。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控制

的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况，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

的情形。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违规

占用或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8.28%。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降低公司资产负债

率，有利于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财务风险。 



 

第三节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连云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银证券作为连云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销商均全程参与了本次发

行工作，联席主承销商一致认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7 号）和连云港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

要求，且符合《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相

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和连云港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且符合《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相关

规定。本次发行严格按照《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相关要求执行。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核准；发行的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和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证监会、国家出

资企业作出的相关批复，本次发行严格按照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江苏

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江苏连云港港口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要求执行；发行人与发行对

象签订的《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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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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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龙 舟              

 

保荐代表人：                                           

                   赵  毅                  赵彬彬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名：                    

                                    王常青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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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宁  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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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名）：                                        

                          钱大治               王珍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李  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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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                                      

                               兰正恩                王新成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张晓荣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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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

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4、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 18 号港口大厦 23 层 

电话：0518-82389259 

传真：0518-8238925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电话：010-85130864 

传真：010-65608451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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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