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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12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万元） 

1 
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化铝制两

片罐生产基地项目 
75,000.00 40,000.00 

2 贵州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 42,730.00 18,000.00 

3 
柬埔寨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

目 
49,912.31 29,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33,000.00 33,000.00 

合计 200,642.31 120,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以及资

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

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

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投资 7.50 亿元，分两期进行建设，建成达产后，一期项目新增产

能 14 亿罐/年，二期项目新增产能 6 亿罐/年并预留扩容到 11 亿罐/年的条件，从

而优化宝钢包装制罐业务在华东地区的产能布局，强化区域竞争力，满足华东地

区战略客户配套需求。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将更好服务战略用户需求，巩固

和提升公司在华东地区市场地位。目前，本项目已完成立项、环评、土地等手续

并开工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处于竣工验收阶段，二期项目尚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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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制罐”），安徽制

罐系上市公司宝钢包装的全资子公司。  

3、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 

（1）把握金属包装市场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公司战略布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居民整体消费结构和绿色健康观念的转变，

金属包装以其特有的金属装饰魅力将成为不可替代的包装方式，有助于实现双碳

战略，加快推进包装绿色转型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金属包装行业持续处于增

长阶段，产值已经超过千亿规模。从行业的两项主要参数来分析，首先从年均消

耗易拉罐的数量来看，中国居民人均年消耗饮料罐的数量不到 40 罐，远低于发

达国家人均消耗饮料罐 200-300 罐的数量；其次从啤酒罐化率来看,中国的啤酒罐

化率仍大幅低于发达国家的 50%-70%的啤酒罐化率。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步增加，中国的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将维持长期的稳定增

长。 

公司作为国内专业从事生产食品、饮料等快速消费品金属包装的领先企业，

积极布局包括金属饮料罐及配套易拉盖、包装彩印铁产品和新材料包装等产品，

是国内快速消费品高端金属包装领域的领导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之一，同时也是

国家陆续出台的关于绿色环保法规、限塑政策、双碳政策的积极响应者。 

在兼顾行业发展环境治理思路下，本项目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的关键机

遇，推动公司加快业务发展，持续构建核心竞争优势，推进公司金属包装布局的

发展战略，将宝钢包装打造成为先进包装材料创新应用的引领者。 

（2）顺应下游需求增长趋势，进一步扩产加码两片罐赛道 

食品饮料产品的金属包装主要为二片罐及三片罐，其中，得益于相对较高的

行业集中度和啤酒罐化带动的行业成长性，二片罐市场有望成为金属包装行业的

重要增长点。从产业数据统计看，啤酒大约占了二片罐过半的需求，主要客户为

百威啤酒、雪花啤酒、青岛啤酒等；碳酸饮料以及凉茶则占了剩余的大部分市场，

主要客户为加多宝、王老吉、娃哈哈、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整体看，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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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属包装的品质以及供应稳定性有更高的要求，使得市场份额向二片罐龙头集

中的趋势显著。 

而宝钢包装作为国内金属包装领军企业，其主要产品为二片饮料罐及印铁业

务，在国内外多地均有产能布局。为了积极应对行业新发展趋势、快速响应客户

需求，公司将进一步新增产线扩张产能，而本项目能够为其提供每年 20 亿罐的

产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完善华东产能布局，更好服务战略用户配套需求 

公司在东部、南部、北部、中部、西部等各地设立了生产基地，已形成国内

经济活跃地区的产能布局，在用户“集中采购，分区供应”的模式下，具有较好的

产能布局优势。通过贴近客户的产业布局与核心客户在空间上紧密依存，结合核

心客户的产品特点和品质需求配备国际领先水平的生产设备，根据客户需求变化

迅速做出调整，为客户提供快速服务，依靠与核心客户相互依托的发展模式，持

续稳定地强化合作关系；同时，公司生产基地的合理布局为供应链持续优化提供

扎实基础，保证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本项目旨在为优化宝钢包装制罐业务在华东地区的产能布局，强化区域竞争

力，更好地满足华东地区战略客户配套需求，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华东地区市场地

位。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国家产业政策为项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中国包装工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鼓励包装

工业有序健康发展，绿色包装及相关产业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由于金属

包装具备易于处理、可循环利用等特点，符合绿色包装的定义，因而得到了发展

的良好环境。 

此外，为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其中，二片罐属于鼓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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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二色及二色以上金属板印刷、配套光固化（UV）、薄板覆膜和高速食品饮

料罐加工及配套设备制造”；而本次募投项目主要是建设二片罐的产线，加强绿

色环保的金属包装产能布局，符合国家政策引导方向。 

（2）二片罐市场供需两端不断向好，行业景气向上反弹  

需求端方面，啤酒罐化率迎来加速提升期，驱动二片罐下游需求增加。二片

罐下游需求以啤酒为主，其次为碳酸饮料、茶饮料等；近年来，上述三类产品二

片罐总需求呈持续增长状态，并且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逐步增加，中国的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未来罐化率市场空间广阔。 

供给端方面，去产能推进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加速中小制罐商出清，行业集

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行业龙头迎来发展机遇。近年来，金属包装行业在产能过

剩、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环保政策趋严等因素作用下，中小制罐商经营压力增大并

逐步退出市场。2020 年至 2021 年，新冠疫情对企业生产和贸易造成一定影响以

及行业上游钢材、铝锭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行，进一步压缩企业盈利空间，头部

企业提价落地对冲成本压力，而中小企业本身议价权有限，成本上涨将加速中小

企业出清。未来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以及龙头企业之间加强协作，行业竞争格

局将持续改善，公司作为行业龙头有望享受更强的议价能力，持续提升盈利能力

和经营的稳定性。 

行业景气度在供需两端的反弹确保了公司未来发展的稳定性，也给本项目的

成功实施提供了更强的可行性。 

（3）公司具备众多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经验基础及研发技术积累 

公司本身在东部、南部、北部、中部、西部等各地设立了生产基地，已形成

国内经济活跃地区的产能布局；近两年，公司计划在柬埔寨、兰州、河北等多地

新建智能化生产基地，通过生产基地的合理布局为供应链持续优化提供扎实基

础，保证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公司也一直专注于金属包装等方面的技术研

发，拥有国内研发水平领先的金属包装研发平台，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

新，掌握了多项具备独创性的核心技术工艺，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研发实力。通过

本项目智能化的新增产线可以显著地降本增效，在提高自身经营的效率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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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产高品质的产品提升客户满意度。 

（4）公司具备优质的客户资源，深入了解市场需求 

公司凭借丰富的专业经验、高效的生产管理、快速的服务响应、创新的商业

模式以及高附加值的差异化产品等，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花啤酒、百威啤

酒、嘉士伯啤酒、青岛啤酒、王老吉、娃哈哈等国内外知名快消品牌客户，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营销和服务网络，提

升了响应速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施本地化策略，完善服务的快速反应机

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新的商机，增加了客户的依存度，提高了品牌的美誉度。

因此公司能够很好地消化本项目所新增的产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75,000.00 万元，投资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投资              72,242.09  40,000.00 

建设期利息               1,493.00  - 

流动资金              1,264.91  - 

小计 75,000.00 40,000.00 

6、预计实施时间及整体进度安排 

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2.5 年，分为两期建设，包括可行性研究及批复、设备

采购及建安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及投产等。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完成立项、环评、土地等手续并开工建设，其

中，一期项目处于竣工验收阶段，二期项目尚未开工。 

7、项目效益分析 

（1）效益预测的假设条件及主要计算过程 

本项目假设项目运营期第 1-2 年产量分别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50%、90%，

第三年开始完全达产，且产品在当年实现销售；将年新增 20 亿罐产能。销售单

价系公司参考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并结合对未来客户群体、市场行情、行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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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状况的判断等因素预测得出，成本费用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营业费用等。 

（2）经济效益指标 

据初步测算，本项目达产后，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0.73%，项目预期效

益良好。 

8、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经怀远县发展改革委备案，并取得《怀远县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

（项目代码：2020-340321-33-03-041154）。 

（2）项目环评情况 

本项目一期已取得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盖章的《关于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

“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的函》（怀

环许[2021]55 号）。 

本项目二期已取得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盖章的《关于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

“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二期）”环评报告的批复》（怀环许[2022]46

号）。 

（3）项目用地情况 

项目实施主体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已取得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

地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为“皖（2021）怀远县不动产权第 0017503

号”。 

（二）贵州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投资约 4.27 亿元，计划在贵州龙里县新建制罐厂，厂内新建一条

铝制易拉罐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易拉罐 10 亿罐。本

项目建成后可以满足核心客户配套需求，帮助优化宝钢包装制罐业务在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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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能布局，提升其两片罐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贵州宝钢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制罐”），系上市

公司宝钢包装的全资子公司。 

3、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 

（1）把握金属包装市场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公司战略布局 

相关背景及必要性详见本节“（一）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化铝制

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之“3、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部分。 

（2）顺应下游需求增长趋势，进一步扩产加码两片罐赛道 

相关背景及必要性详见本节“（一）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化铝制

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之“3、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部分。 

（3）完善西南产能布局，更好服务战略用户配套需求 

宝钢包装在二片饮料罐领域已形成完整的市场布局，经过数十年经营，已拥

有上海、河北、成都、佛山、武汉、河南、越南、哈尔滨、马来西亚等十余家国

内外二片罐企业，搭建起了可以辐射全国的二片易拉罐制造、销售、服务网络，

同时在海外地区打开了市场，为相应区域用户提供快捷、优质服务。 

而本项目旨在为补充完善宝钢包装制罐业务在西南地区的产能布局，强化区

域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更好服务战略用户需求，巩固和提升公司在西南地区市场

地位。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详见本节“（一）安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新建智能化铝制

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之“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部分。 

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42,730.00 万元，投资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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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投资        41,430.87 18,000.00 

建设期利息          698.64  - 

流动资金        600.49  - 

小计 42,730.00 18,000.00 

6、预计实施时间及整体进度安排 

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1.5 年，包括可行性研究及批复、设备采购及建安施工、

设备安装调试及投产等。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完成立项、环评、土地等

手续并开工建设。 

7、项目效益分析 

（1）效益预测的假设条件及主要计算过程 

本项目假设项目运营期第 1-2 年产量分别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0%、90%，

第三年开始完全达产，且产品在当年实现销售；将年新增 10 亿罐产能。销售单

价系公司参考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并结合对未来客户群体、市场行情、行业竞

争状况的判断等因素预测得出，成本费用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营业费用等。 

（2）经济效益指标 

据初步测算，本项目达产后，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0.16%，项目预期效

益良好。 

8、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经龙里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并取得《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明》（项目编码：2104-522730-04-01-332403）。 

（2）项目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盖章的《黔南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对<贵州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表（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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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影响类）>的批复》（黔南环审[2021]400号）。 

（3）项目用地情况 

项目实施主体贵州宝钢制罐有限公司已取得贵州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

产基地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为“黔（2022）龙里县不动产权第

0001545 号”。 

（三）柬埔寨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投资约 4.99 亿元（折合 7,718.24 万美元），计划在柬埔寨金边市

投资新建年产 12 亿罐的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本项目建成后可以优化宝

钢包装在东南亚的产能布局，与公司在东南亚的现有制罐基地形成市场与产能的

区域协同效应。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柬埔寨宝钢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柬埔寨制罐”），系

上市公司宝钢包装的全资孙公司。 

3、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 

（1）顺应下游需求增长趋势，提升公司在东南亚区域的影响力 

东南亚国家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有消费饮料和啤酒的生活习惯，且旅游业发

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片罐需求的增长。为响应行业区域发展趋势，东南亚

地区也是宝钢包装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点区域之一。本项目的实施不仅满足了柬埔

寨市场的增量需求，并且可以辐射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区域性市场，将进一步强化

公司在东南亚区域的整体实力。 

（2）服务战略用户配套需求，强化行业地位 

可口可乐、百威啤酒、喜力啤酒等核心国际啤酒饮料企业，在东南亚地区采

用“集中采购，分区供应”的模式。宝钢包装计划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提升规模和

供应能力，实现区域覆盖，持续强化公司制罐业务在东南亚的综合竞争力。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宝钢包装在东南亚的第四个制罐基地，有利于提升与区域核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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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匹配供应能力。 

（3）巩固公司率先走出去的领先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 

基于对金属两片罐市场巨大的增长前景和东南亚区域市场的看好，国内外金

属包装企业陆续在当地投资建厂。以柬埔寨为例，全球领先的金属包装产品供应

商 CROWN 集团，在柬埔寨生产经营已有 10 余年的历史，并于 2019 年再度投

产增加生产线；国内的昇兴股份也于 2020 年进军柬埔寨，分两期建设当地生产

基地。宝钢包装作为国内第一家走出去并在海外稳步发展的金属包装企业，具备

十余年的境外运营经验和较强的海外制造先发优势，柬埔寨基地的建设将有助于

公司在与国内外同行业企业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柬埔寨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本项目符合其政策导向 

柬埔寨政府欢迎和鼓励外国投资者对其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进行投资，近年

来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投资法律、加强投资激励，以吸引外资进入柬

埔寨的相关行业；给予外资与内资基本同等的待遇，为外国投资提供了保障和相

对优惠的税收、土地租赁政策。宝钢包装投资建设的两片罐工厂作为制造业，属

于柬埔寨国家鼓励发展产业，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利用当地的政策支持加

快国际化发展。 

（2）东南亚二片罐需求不断上升，盈利能力优异 

东南亚是金属包装快速发展的区域。根据全球市场研究咨询公司 Future 

Market Insights(FMI)2021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球饮料罐市场规模 2021

年至 2031 年间可能将以 8.5%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全球金属包装巨头波尔公司

对全球饮料罐市场需求的研究显示，东南亚市场已成为全球快速增长的区域之

一。同时，东南亚市场的整体二片罐供需格局相对平衡，有望成为公司二片罐业

务新的增长点。东南亚市场较快的需求增长以及较好的盈利能力为本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较强的可行性。 

（3）公司具备丰富的海外经营管理经验，深入了解外海市场需求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11 
 

相较于其他金属包装领军企业，公司较早开展了海外业务布局。2011，公司

即在越南建立第一家海外制罐基地，10 余年来逐步进入东南亚和欧洲市场，开

拓国际业务，积累了丰富的海外市场经营管理经验。 

公司已在东南亚市场具备了较强的客户资源，与国际和当地知名饮料和啤酒

品牌，均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实施本地化策略、完善服务的快速

反应机制，并凭借本项目的高效率、低成本、多罐型等后发优势，为本项目新增

产能提供有力保障，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本项目的实施将继续加码东南亚

金属包装市场，进一步完善公司海外业务布局。 

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49,912.31 万元，投资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万元）  

建设投资        47,151.63  29,000.00 

建设期利息              820.66  - 

流动资金          1,940.01  - 

小计 49,912.31 29,000.00 

6、预计实施时间及整体进度安排 

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1.5 年，包括可行性研究及批复、设备采购及建安施工、

设备安装调试及投产等。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完成立项、环评等手续并

开工建设。 

7、项目效益分析 

（1）效益预测的假设条件及主要计算过程 

本项目假设项目运营期第 1-2 年产量分别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60%、80%，

第三年开始完全达产，且产品在当年实现销售；将年新增 12 亿罐产能。销售单

价系公司参考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并结合对未来客户群体、市场行情、行业竞

争状况的判断等因素预测得出，成本费用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营业费用等。 

（2）经济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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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初步测算，本项目达产后，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0.62%，项目预期效

益良好。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1）项目境内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核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

书》（发改办外资备【2021】815号）并取得商务部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境外投资证第N1000202100260号）。 

（2）项目境外审批情况 

根据柬埔寨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柬埔寨制罐已就柬埔寨制罐项目从有权

主管部门取得所有必要的执照、许可、证书、和批准，已取得柬埔寨环境部出具

的环评批复（007SCN B.ST）。 

（3）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柬埔寨制罐已依据当地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在柬埔寨金边经

济特区向 Suon Ouksahakam Cana City Investment Co., Ltd.租赁土地（所有权人为

出租方 Suon Ouksahakam Cana City Investment Co., Ltd.的主要股东 Mrs. Lim 

Sophany）作为项目实施用地，双方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签署协议。 

（四）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33,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贷款，缓解公

司营运资金压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降低资产负

债率，优化资产结构，增加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 56.24%，居于同行业较高水

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对于公司的资金运作、财务管理提出较高要求，通过本次

发行，公司将充实股权资本、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使公司财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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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更为稳健。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

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的需要，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安徽宝钢制罐有限

公司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贵州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

项目、柬埔寨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的顺利实施可有效提升公司产

能，完善业务布局，巩固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和经济效益；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贷款将有效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补充公司的日

常经营活动所需现金流，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和盈利能力。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的

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本次发行有利于公

司充实资金、优化资本结构，有利于公司增强财务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保障。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一部分将投向安徽宝钢制罐有限

公司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贵州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

项目、柬埔寨新建智能化铝制两片罐生产基地项目，项目建成和产生效益可能需

要一定时间；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

一定程度的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相关业

务运营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助推相关板块营业收入进一步增长，有利于公司实现

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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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的需要，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可以充实公司资金，优

化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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