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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人”或“保荐机构”）

接受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能重工”、“公司”或“发行人”）

委托，担任天能重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机构。 

中泰证券及其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

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

真实、准确、完整。 

本文件中所有简称和释义，如无特别说明，均与《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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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Qingdao Tianneng Heavy Industries Co., Ltd  

注册资本：391,866,660 元1
 

股票简称：天能重工 

股票代码：300569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时间：2006 年 3 月 3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李哥庄镇大沽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欧辉生 

联系电话：0532-58829955 

传真：0532-58829955 

邮政编码：266316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海硕路 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783729243W  

电子邮箱：tnzgd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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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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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实际注册资本较 2020 年三季

度末存在小幅变化，尚未进行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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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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本结构 

截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82,555,499 26.84 

    高管锁定股 182,555,499 26.84 

二、无限售条件持股 497,592,319 73.16 

三、总股本 680,147,818 100.00 

截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680,147,818 股，发行人的前

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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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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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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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风机塔架的制造和销售，是国内专业的风机塔架生

产商。同时，公司积极实施产业链拓展及业务转型，稳步推进风电场、光伏电站

的运营建设。 

在风机塔架制造业务板块，公司一直专注于风机塔架的生产与销售，是国内

领先的风机塔架制造企业之一，主要产品包括陆上、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塔架、风

塔柱桩。公司在山东青岛胶州、吉林白城大安、吉林白城通榆、湖南郴州临武、

云南玉溪华宁、新疆哈密、内蒙兴安盟、内蒙商都、内蒙包头等地分别建有 9

处陆上塔架制造基地，在江苏响水、辽宁大连和广东汕尾等地建有 3 处海工设备

制造基地，销售网络基本覆盖国内市场，产品销往国内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在光伏发电站板块，公司通过股权收购、增资扩股等方式，收购了部分光伏

电站。目前公司持有并网光伏电站容量约 108MW，公司所持有的光伏电站已为

公司贡献了稳定的收入和利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3

月，公司拥有的光伏电站已实现收入 8,051.28 万元、11,875.46 万元、11,794.65

万元和 2,938.88 万元。 

在风电场板块，公司通过收购、自建风电场等方式拓展相关业务。目前公司

持有并网风力发电场约 363.80MW，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3 月实现

销售收入为 5,967.49 万元、14,232.96 万元和 8,423.54 万元。 

在风机塔架制造业务板块，不同功率的风机塔架主要应用于不同的风力发电

机组上。根据风力发电机的型号不同，风机塔架所用钢板厚度、塔架高度有较大

差异。一般而言，功率越大的风机所需塔架的钢板越厚、高度越高。 

风机塔架 应用领域 

1.5MW、1.8MW、2.0MW、2.2MW、2.3MW、

2.5MW、3.0MW 及以上等 
陆上、海上风力发电设备 

在风力发电场和光伏电站业务板块，风力发电场和光伏电站是电力行业中的

发电环节，其工作原理是将风能或太阳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升压变电站升压后输

送至电网，完成发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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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核心技术以及研发情况 

1、发行人的核心技术情况 

发行人一直高度重视对技术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不断增加研发

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核心竞争力，发行人为高新技术企业。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共拥有有效授权专利 117 项，形成了比较全面并具有一定前

瞻性的专利体系。 

公司目前掌握的主要核心技术及先进性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来源 技术特点 先进度 

风力发电塔筒内部

抛丸伸缩式清理机

技术 

自主研发 

具有结构简单，操控方便的优点，使用时

能带来清理效果好、清理效率高和劳动强

度低的有益效果 

国内领先 

风力发电塔筒油漆

双组份集装桶喷涂

系统技术 

自主研发 

保证两种物料的精确配比，均匀的混合，

自动多色漆的换色及清洗，而且采用科氏

利质量流量计克服以前油漆双组份系统的

出现流量计磨损、流量计清洗不彻底、流

量计堵死、设备保养工作量大的缺点，提

高了油漆配比混合的效率，使整个油漆配

比混合更加完美 

国内领先 

风力发电塔筒焊接

智能化控制系统技

术 

自主研发 

实现所见即所得的理想化工具使用需求；

运用 DeviceNet 通讯手段将多个电弧的控

制集中在一个界面上，方便用户操作、实

现多电弧联动的微观调节，实现了参数自

动匹配下发、实时对比分析及过程自动记

录、图表生成导出，提高了焊接过程控制

的可靠性及可追溯性 

国内领先 

一种风电塔筒垂直

升降控制系统技术 
自主研发 

能够形成很好的调节控制机制，通过设置

的各个安全保护措施和装置，能够很好地

保护工作人员人生安全和机器的稳定，安

全的运行，功能齐全。可满足风力发电设

备的使用要求 

国内领先 

风力发电塔筒抛丸

钢砂回收装置技术 
自主研发 

能够更快的完成收砂工作，节省工人体力

劳动，提高生产效率 
国内领先 

风力发电塔筒锚环

自动除锈系统技术 
自主研发 

解决手动打砂质量差的弊端，提高工作效

率，节约成本 
国内领先 

风力发电塔筒卷板

机卷圆控制系统技

术 

自主研发 
解决超厚板的卷圆质量，满足技术规范要

求，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国内领先 



6 

名称 来源 技术特点 先进度 

风力发电塔筒喷漆

房智能温湿度控制

系统技术 

自主研发 

智能调节温度保证产品不会因为温湿度达

不到要求造成产品质量不合格，喷涂作业

不受天气影响，提高生产效率 

国内领先 

风力发电塔筒人孔

门热处理系统技术 
自主研发 

时效振动时间短，满足热处理的要求，提

高生产效率 
国内领先 

风力发电塔筒法兰

椭圆度校正装置技

术 

自主研发 

避免火焰校正无法控制火焰温度造成产品

不符合要求的弊端，机械校正简单实用，

节约成本 

国内领先 

2、发行人的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人员及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3 月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研发人员数量（人） 77 63 37 40 

公司员工共计（人） 557 528 575 529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3.82% 11.93% 6.43% 7.56%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除在风塔设计、焊接、防腐等传

统技术领域建立多个研发项目之外，塔架内部抛丸伸缩式清理、塔架垂直升降控

制、塔架焊接智能化控制等多项技术研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五）简要财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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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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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合计 7,895,310,337.31  7,603,468,408.43  5,817,128,951.68 3,265,160,118.41 

负债合计 5,353,498,361.76  5,141,863,634.97  3,703,075,061.00 1,433,048,508.58 

所有者权益

合计 
2,541,811,975.55  2,461,604,773.46  2,114,053,890.68 1,832,111,609.8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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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2,504,112,100.98  2,424,131,307.45  2,055,066,234.36 1,758,724,035.9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20,190,756.60  3,424,874,350.86  2,464,179,940.27 1,393,566,890.47 

营业成本 183,106,746.40  2,441,272,916.57  1,773,157,982.96 1,067,357,827.72 

营业利润 74,455,547.61   582,244,313.14  330,127,298.63 125,207,882.17 

利润总额 72,054,809.61  565,229,964.05  337,452,225.82 129,495,192.73 

净利润 64,385,084.86  464,253,614.91  284,398,104.20 115,765,634.21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4,158,676.28  427,584,013.95  269,487,681.17 102,337,083.3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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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46,447.02  377,116,556.93  -165,867,760.52 -293,482,802.37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3,349,440.58  -1,099,690,491.34 -133,987,930.12 -111,805,657.9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9,126,713.22  583,874,824.56  383,134,723.01 576,274,785.32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0,430,825.62  -138,699,109.85  83,279,032.37 170,986,324.99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277,937,442.59  227,506,616.97  366,205,726.82 282,926,694.45 

4、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损益前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2021 年 1-3 月 2.60  0.16 0.16 

2020 年度 19.05 1.09 1.07 

2019 年度 14.17 0.71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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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 5.96 0.26 0.26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2021 年 1-3 月 2.41  0.15  0.15  

2020 年度 18.78 1.08 1.06 

2019 年度 13.63 0.68 0.66 

2018 年度 5.39 0.24 0.24 

注：报告期内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均根据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情况进行了重新

计算和列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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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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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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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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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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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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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3.75 -932.28 -0.45 -6.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

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576.78 1,004.79 45.62 121.72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

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1,471.78 874.7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88.50 633.94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23 -268.76 -479.57 26.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74.45 65.40 10.72 27.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5 -60.99 -5.21 23.04 

合计 481.81 433.29 1,031.87 966.23 

（六）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宏观与市场风险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公司所处风电塔架行业的周期性与宏观经济的走势相关，宏观经济及下游行

业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对本行业的市场规模产生一定影响。公司下游行业为风力发

电行业，下游行业受宏观经济及风力发电政策的影响会间接传导至公司所处的风

电塔架行业。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政策鼓励风电行业的发展，风力发电

需求旺盛，行业迅速发展；反之，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风力发电需求萎

缩，行业发展则放缓。若宏观经济景气度下降，下游客户在风力发电方面的投资

预算存在减少、延迟或取消的可能，会对公司的收入和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2）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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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我国以及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均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各地政

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政策，对公司

2020 年度的生产和销售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

已基本恢复正常，但不排除未来疫情反复或进一步恶化，将对风电全产业链和公

司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2、经营风险 

（1）经营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更趋复杂，对

公司在运营管理、制度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

司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不能有效提高内部管理控制水平、引进专业人才、提

升信息化建设速度，则公司将面临经营管理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板。报告期内，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

较高。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尤其是钢材价格近几年波动较大，是造成公司单位成

本波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原材料采购采取“以销定采”的模式，原材料采购基本与销售合同相对

应。公司通常在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尽快与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采购

合同，以锁定主要原材料价格，尽可能降低钢板等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盈利造

成的影响。同时，公司也存在由于资金紧张而导致原材料采购与销售合同签订日

期存在一定间隔的情况。因此，虽然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时已考虑原材料的价格

情况，且尽量及时采购以锁定原材料价格，但仍存在实际采购价格与预计价格存

在较大变动造成合同毛利下降甚至亏损的风险。 

（3）项目合同延期、变更或取消的风险 

风力发电投资量大、周期长，投资决策程序流程较长，且项目实施过程中涉

及的场地整理、设备采购、交通运输等方面问题较多，存在众多可能导致工程项

目延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公司的经营模式导致公司存货库存水平较高，占

用资金较多，且公司产品的发货时间通常以客户通知为准，若客户工程项目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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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发货时间滞后，则会使得公司的资金成本较高，存货也可能由于市场价格变

动等原因面临减值风险。因此，客户工程项目延期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

的不利影响。 

另外，由于风电场建设项目属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履行

的核准、审批等程序较多，且其对外采购设备通常需要履行招标、投标程序，若

有关项目未严格履行前述相关程序，可能导致项目中止甚至被取消，并进一步导

致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被变更、无效或取消，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

的不利影响。 

（4）产品质量风险 

风机塔架是整个风力发电装置的支撑部件，其质量优劣直接决定风力发电机

的长久、有效运行。风机塔架由于呈锥筒形，有独特的、精细的高技术工艺制造

要求。虽然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制造的风机塔架一直运行良好，

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事故或因产品质量问题产生重大纠纷。但是，风机塔架常年

野外运行，须长期经受住沙尘暴、台风、雷电、盐雾性海洋大气腐蚀等自然恶劣

环境考验，如果因公司质量原因发生风机塔架倒塌事故，公司可能失去客户的信

任，也会对公司品牌造成较大冲击，并会对公司业绩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3、财务相关风险 

（1）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由于公司产品主要销售给国有大型风力发电运营商，下游行业客户投资和需

求存在波动，同时容易受到国家风电行业相关政策的影响。国家支持风电行业的

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公司下游行业客户投资和需求会相应进行变动，受此影响，

公司的销售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同时，公司销售收入的确认受客户风场项目施工

进度和要求的发货时间影响较大，所以公司的销售收入通常在各季度间甚至年度

间存在一定的波动。随着公司的产业链拓展及业务转型，公司将加大对风电场、

光伏电站的运营投入，但上述行业受国家补贴的影响较大。补贴政策变化、风电

上网电价的调整及电力交易等政策变化，也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因此，

公司存在业绩波动较大的风险。 



12 

（2）应收账款风险 

随着公司营业收入不断增长，应收账款规模也在不断增加。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58,934.96 万元、116,138.99 万元、171,089.02 万元和

159,074.10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8.05%、19.97%、22.50%和 20.15%。

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原因是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国有大型风力发电运营商，客

户付款周期长。上述企业规模较大，信用较好，应收账款不可收回的可能性较小。

但是，由于应收账款占用了公司较多的资金，若不能及时收回，可能给公司带来

较大的资金压力。 

（3）存货较大和减值风险 

报告期内，因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各期期末的存货增长较快。报告期内，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等构成，各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75,379.57 万元、82,816.12 万元、59,303.00 万元和 75,859.50 万元，占当期末流

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37.55%、25.83%、16.15%和 19.46%，占当期末总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 23.09%、14.24%、7.80%和 9.61%。公司的存货金额较大符合行业特点和

公司的经营模式，但是存货较大占用了公司较多的流动资金，资金成本较高。未

来，若公司由于客户项目变更或取消等原因导致库存产品滞销，原材料、产品等

价格下降超过一定幅度时，公司的存货可能发生减值，将对其经营业绩和盈利能

力造成不利影响。 

（4）运输及运费上涨风险 

由于风机塔架产品外形尺寸比较大，运输比较困难，属于超高、超长、超宽

运输物品，1.5MW 以上风机塔架的单台重量在 100 吨以上，一般分段运输，单

段重量超过 30 吨，产品生产地如接近风力发电场，路况条件较好，则运输难度

较低，交货便利，运输费用较低，否则运输费用较高。因此，公司产品运费的高

低与运输距离和路况条件直接相关。 

同时，公司产品的运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通常超过 5%，占比相对较高，因

此，运费对公司利润的影响较大。公司在确定合同价格时，通常会结合项目情况

综合考虑所需运费进行报价，但不排除由于公司产能分配而改变产地、运输条件

变化、运输价格上涨等原因导致运费预算不足的风险。若公司无法从客户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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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费补偿，则可能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4、政策风险 

（1）风电上网电价下降、补贴陆续退出的风险 

作为新兴能源，风电与其它形式的新能源相同，在发展的初期都面临前期研

发投入大、业务规模小的局面，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以渡过行业初创期。因此，

近几年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

如上网电价保护、强制并网、电价补贴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等。但随着风电行业

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日益成熟，前述鼓励政策正逐渐减少。2019 年 5 月，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82 号）

将 2019 年 I～Ⅳ类资源区符合规划、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新核准陆上风

电指导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 0.34 元、0.39 元、0.43 元、0.52 元，2020 年指导

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 0.29 元、0.34 元、0.38 元、0.47 元。 

近年来，受到国家发改委对陆上风电上网价格调整时间区间的影响，风电投

资者一般在调价时间节点前集中对风电场进行建设，导致在此期间内对风机产品

的需求持续上升。但是电价下调后，风电投资者投资意愿下降，导致市场对产品

需求下降，进而影响相关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公司作为风电塔筒制造商，收入

和利润的变化都将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 

（2）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按国家相关税收规定，适用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15%；子公司哈密重工、商都天能和兴安盟天能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政策，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多家从事风力或光伏发电的子

公司享受“三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如果国家调整相关企业所得税

征收政策，使得公司及子公司无法持续享受税收优惠，这将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5、其他风险 

（1）因本次发行导致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规模将扩大，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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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将会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结构更加稳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内，公司

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总股本和净资产的增长幅度，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股东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2）股价波动风险 

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

况产生一定影响。公司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

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相关政策、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

做出审慎判断。 

二、本次发行情况 

（一）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珠海港集团，共 1 名特定对象，符合

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不超过三十五名发行对象的规定。2020 年 11

月 6 日，珠海港集团已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认购。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5.5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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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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底价，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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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行数量 

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64,462,065 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的 30%。 

珠海港集团已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约

定本次认购数量上限为 64,462,065 股，并于 2021 年 4 月出具《关于本次发行认

购股份数量的承诺》明确本次认购数量下限为 64,462,065 股（即本次拟发行的全

部股份）。本次认购数量上限与下限一致。 

本次发行前，如果公司股票在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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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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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 64,462,065 股调整为 111,356,603 股。 

（六）限售期 

发行对象承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

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则限售期将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

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执行。 

（七）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1,095,860.9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993,537,977.38 元，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八）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九）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

例共同分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十）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

二个月。 

三、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及其执业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 

保荐代表人郑杰先生和李硕先生接受保荐机构委派，具体负责天能重工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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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项目。 

郑杰先生：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2007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主要成员完成了鼎汉技术

（300011）IPO项目、劲拓股份（300400）IPO项目、中关村（000931）非公开

项目、通合科技（300491）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大唐药业(836433)精选层挂牌项

目、天能重工（300569）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项目。郑杰先生自从事保荐业

务以来无违法违规记录。 

李硕先生：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2010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主要负责或参与了嘉美包装（002969）IPO项目、嘉

美包装（002969）2020年可转债项目、厦门港务（000905）、国投资本（600061）、

华胜天成（600410）、中国国航（601111）非公开发行项目、精研科技（300709）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项目、天能重工（300569）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项

目、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可交换债项目。李硕先生自从事保荐业务以来无违法

违规记录。 

（二）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1、项目协办人 

杨亦婷女士，中泰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副总裁，会计学硕士，2016年开

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项目核心人员先后参与了精研科技（300709）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项目、新风光（688663）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新劲刚（300629）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2、其他项目组成员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组其他成员为：刘帅虎、纪政坤、陈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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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

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通过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

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保荐机构承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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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了解发行

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一）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承诺如下：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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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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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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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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中泰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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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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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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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保荐机构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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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

规定，自愿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 

六、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就本次证券发行履行的决策程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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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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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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19日，天能重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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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天能重工

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按规定报中国

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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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上述决策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

履行了其他必要的决策程序。 

七、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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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机构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

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并有效执行防止大股东、其他

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相关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

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

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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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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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

易情况，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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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发行人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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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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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

度，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2、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目的实

施等承诺事项； 

3、如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保

荐机构要求发行人通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

度，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如发行人拟为他人提供担保，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通

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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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保荐人工作人员或保荐人聘请

的中介机构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

议，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程或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

意见； 

2、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保荐人工作人员或保荐人聘请

的中介机构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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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人已承诺全力支持、配合保荐机构做好持续督导

工作，及时、全面提供保荐机构开展保荐工作、发表独

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 

2、发行人应聘请律师事务所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并督促

其协助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做好保荐工作。 

（四）其他事项 无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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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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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峰 

保荐代表人：郑杰、李硕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5层 

邮政编码：250100 

联系电话：021-20315062 

传真号码：021-20315039 

九、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本保荐机构认为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十、保荐机构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创业板上市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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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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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                

                   杨亦婷  

 

保荐代表人：                                   

                   郑  杰             李  硕 

 

内核负责人：                

                   战肖华 

 

保荐业务负责人：            

                   刘珂滨 

 

保荐机构总经理：            

                    毕玉国 

 

保荐机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李  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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