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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11,356,603 股 

2、发行价格：8.99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001,095,860.97 元 

4、募集资金净额：993,537,977.38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1、股票上市数量：111,356,603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上市首日），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

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1 年 8 月 2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

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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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书中的词语应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天能重

工 
指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指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中泰证券、保荐人、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联席主承销

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德和衡律

所 
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审计机

构、验资机构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名为山东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创业板发行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本报告中所列示的

相关单项数据直接计算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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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Qingdao Tianneng Heavy Industries 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 

证券代码 300569 

法定代表人 欧辉生 

证券简称 天能重工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200783729243W 

成立日期 2006年3月3日 

注册资本 391,866,660元人民币1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李哥庄镇大沽河工业园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海硕路 7 号 

邮政编码 266316 

联系电话 0532-58829955 

传真 0532-58829955 

官方网址 http://www.qdtnp.com/ 

电子邮箱 tnp@qdtnp.com 

经营范围 

金属结构、风力发电设备、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以上不含特种设

备）、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源发电、电能销售；风力发电

场、光伏发电站、生物质能源电站建设、运行和维护；海上风电基础

管桩、塔筒和海外出口海工装备、安装、销售，风力发电设备辅件、

零件销售；无运输工具承运陆路、海路运输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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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发行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发行人最新营业执照登记的注册资本金额系发行人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注册资本金额；由于发行人的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行权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处于转股期，且于2021年6月进行了2020年度权益

分派，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实际注册资本较2020年三季度末存在差异，尚未进行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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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11 月 6 日，天能重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11 月 26 日，珠海港集团收到珠海市国资委《关于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收购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并参与定向增发的意见》（珠国资

〔2020〕383 号），同意珠海港集团以每股 15.53 元价格认购天能重工定向发行不超

过 64,462,065 股股票，出资额不超过 10.01 亿元人民币。 

2021 年 1 月 15 日，珠海市国资委对公司本次发行的整体方案和相关事项出具无

异议的意见。 

2021 年 1 月 29 日，天能重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就发行人

本次发行事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 年 5 月 17 日，天能重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下限及相关事项。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批复过程 

2021 年 5 月 19 日，发行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

中心出具的《关于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

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

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 年 6 月 24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青岛天能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07 号），同意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21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珠海港集团送达了《青岛天能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截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 17 时止，

珠海港集团已将认购资金足额汇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本次发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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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2021 年 7 月 14 日，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21)第 000034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2021 年 7 月 14 日，中泰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发

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根据和信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和信验

字（2021）第 000035 号），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 111,356,603 股共筹得人民币

1,001,095,860.97 元，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7,557,883.59 元

（不含税），净筹得人民币 993,537,977.38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11,356,603.00 元，余额人民币 882,181,374.38 元计入资本公积。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发行对象为珠海港集团，珠海

港集团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11,356,603 股。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初始价格为 15.53 元/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

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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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因公司已实施完毕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 399,968,11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60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公司本次发行价格

由 15.53 元/股调整为 8.99 元/股。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1,095,860.97 元，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合计为

7,557,883.59 元（不含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993,537,977.38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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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

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1291）。天能重工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十）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欧辉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82470519E 

成立日期 2008 年 12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351,94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珠海市南水镇榕湾路 16 号高栏港大厦第 24 层 2401 号 

经营范围 
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管理，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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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珠海港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集团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上述发行对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时，关联

股东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的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十二个月内，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外，珠海港集团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对于珠海港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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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全程参与了公司本次发行工作，并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经过了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当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经深交所审核通过的《青岛天能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

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德和衡律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内部股东大会

的批准和授权，已取得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已取得深交所核准以及中国证监会

准予注册的批复；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合

法、有效，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数量符合《注册办法》、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证券法》、《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办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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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1291）。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天能重工 

证券代码为：300569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

锁定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1年7月20日）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182,555,499 26.84 111,356,603 293,912,102 37.13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497,592,319 73.16 - 479,124,688 62.87 

三、股份总数 680,147,818 100.00 111,356,603 791,504,421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郑旭 境内自然人 109,729,687 16.13% 109,729,687 

2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113,550 1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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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股） 

3 张世启 境内自然人 73,100,671 10.75% 54,825,503 

4 宋德海 境内自然人 15,770,830 2.32% 11,997,111 

5 骆原 境内自然人 8,583,300 1.26% - 

6 李健 境内自然人 5,822,025 0.86% - 

7 赵永娟 境内自然人 5,583,684 0.82% - 

8 童中平 境内自然人 4,896,121 0.72% - 

9 刘萍 境内自然人 1,715,718 0.25% 1,286,787 

10 周建华 境内自然人 1,574,169 0.23% - 

合计 330,889,755 48.65% 177,839,088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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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470,153 27.22% 111,356,603 

2 郑旭 境内自然人 109,729,687 13.86% 109,729,687 

3 张世启 境内自然人 73,100,671 9.24% 54,825,503 

4 宋德海 境内自然人 15,770,830 1.99% 11,997,111 

5 骆原 境内自然人 8,583,300 1.08% - 

6 李健 境内自然人 5,864,372 0.74% - 

7 赵永娟 境内自然人 5,583,684 0.71% - 

8 童中平 境内自然人 4,856,121 0.62% - 

9 刘萍 境内自然人 1,715,718 0.22% 1,286,787 

10 周建华 境内自然人 1,574,169 0.20% - 

合计 442,246,358 55.87% 289,195,691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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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

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

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度/2020年12月31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 1.09 0.93 

每股净资产 5.79 7.42 

注1：发行前数据源自Wind数据库； 

注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20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注3：本次测算不考虑2020年末至今的利润分派、期权激励行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其

他因素的影响，且以初始发行数量与募集资金金额进行测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公司聘请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和信审字（2019）第000036号、和信

审字（2020）第000198号以及和信审字（2021）第000330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资产 389,870.17  367,228.21  320,568.54  200,721.62 

非流动资产 399,660.87  393,118.63  261,144.36  125,794.39 

资产合计 789,531.03  760,346.84  581,712.90  326,516.01 

流动负债 335,602.49  316,444.62  277,568.73 143,304.85 

非流动负债 199,747.34  197,741.74  92,738.77 - 

负债合计 535,349.84  514,186.36  370,307.51 143,304.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50,411.21  242,413.13  205,506.62 175,872.40 

少数股东权益  3,769.99  3,747.35  5,898.77 7,338.76 

股东权益合计 254,181.20  246,160.48  211,405.39 183,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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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789,531.03  760,346.84  581,712.90 326,516.0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32,019.08  342,487.44  246,417.99 139,356.69 

减：营业成本 18,310.67  244,127.29   177,315.80   106,735.78  

    销售费用 380.58  1,516.17   12,355.86   8,481.84  

    管理费用 2,282.53  13,496.58   9,484.66   5,285.19  

    研发费用 1,039.11  9,209.25   6,840.02   3,839.65  

    财务费用 3,669.85  11,530.83  5,355.17  1,058.89  

二、营业利润 7,445.55 58,224.43   33,012.73   12,520.79  

三、利润总额 7,205.48  56,523.00   33,745.22   12,949.52  

四、净利润 6,438.51  46,425.36   28,439.81   11,576.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415.87  42,758.40   26,948.77   10,233.7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534.64  37,711.66  -16,586.78 -29,348.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34.94 -109,969.05  -13,398.79 -11,180.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912.67  58,387.48  38,313.47 57,627.4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5,043.08  -13,869.91  8,327.90 17,098.6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27,793.74  22,750.66  36,620.57 28,292.67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年3月31

日 

2020年12月31

日 

2019年12月31

日 

2018年12月31

日 

流动比率（倍） 1.16  1.16  1.15 1.40 

速动比率（倍） 0.94  0.97  0.86 0.8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

表）（%） 
67.81 67.63 63.66 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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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3月31

日 

2020年12月31

日 

2019年12月31

日 

2018年12月31

日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

表）（%） 
66.20 63.68 56.89 45.16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19  2.38  2.81 2.71 

存货周转率（次） 0.27  3.44  2.24 1.86 

总资产周转率（次） 0.04  0.51  0.54 0.49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元/股） 
-0.31  0.95  -0.73 -1.3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13  -0.35  0.37 0.76 

每股净资产（元/股） 5.94  5.79  9.03 11.72 

注 1：报告期内的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指标均根据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情况进行了重新计

算和列报；2021 年 1-3 月财务指标未经年化处理。 

注 2：主要财务指标计算公式：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账面价值；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平均账面价值；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326,516.01 万元、 581,712.90 万元、

760,346.84 和 789,531.03 万元，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 3 月末分别较上年

末增长 78.16%、30.71%和 3.8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39,356.69 万元、246,417.99 万元、342,487.44

万元和 32,019.08 万元，公司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3 月的营业总收入分别较

上年同期的变动比例为 76.83%、38.99%和-2.41%；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0,233.71

万元、26,948.77 万元、42,758.40 万元和 6,415.87 万元，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3 月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163.33%、58.67%和

106.20%。 

公司 2019 年和 2020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系：受下游风电行业需求复苏、

新增装机需求提高的影响，公司报告期内风机塔筒制造销售规模增长幅度较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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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大幅增长。公司风机塔筒销售具有季节性，第一季度销售额占全年比重通常

较低；2021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41%，基本保持稳定。 

2019 年度、2020 年度，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营业收入大幅增

长，净利润也相应大幅增长；此外，自 2018 年以来，公司通过股权收购、增资扩股

等方式，逐步开展毛利率较高的风力发电及光伏发电业务，使得该类业务收入及占

比整体上升，导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水平呈上升趋势，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公司净利

润大幅增长。2021 年 1-3 月，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公司风机塔筒销售收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毛利率较高的风力发电及光伏发电业务受季节性影响较小，

该类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大幅增加，导致公司在一季度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保

持稳定而净利润大幅增加。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保荐代表人：郑杰、李硕 

协办人：杨亦婷 

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联系电话：010-59013903 

传 真：010-59013945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0755-23835888 

传 真：0755-2383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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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刘克江 

经 办 律 师：郭恩颖、张明波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12层 

联 系 电 话：（010）85219100 

传 真：（010）85219992 

（四）审计和验资机构 

名 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王晖 

签字会计师：赵波、韩晓杰、苏存学 

住 所： 济南市文化东路59号盐业大厦七层 

联系电话：0531-81666288 

传 真：0531-81666227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21 年 2 月，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郑杰、李硕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认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保荐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之规定，中泰证券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核查，并与发行

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会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天能重工已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主体资格及实质条件。中泰证券同意向中国证监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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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保荐天能重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并承担保荐机构

的相应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募集说明书； 

3、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尽职调查报告和上市保荐

书； 

4、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5、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6、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8、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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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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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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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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