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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4,0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28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 ”或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4,01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07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3万股，为本
次发行数量的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17日（周四）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披露于2021年6月8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证券时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靠股份”、“本公司”或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2021年6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可靠股份
2、股票代码：301009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7,186.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6,797.00万股，老股转让的股份：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

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
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利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城西工业园)花桥路2号
电话：0571-63702088
联系人：李海峰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电话：021-38676888
保荐代表人：陈圳寅，唐伟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6日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铁建重工”）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７１３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铁建
重工”，扩位简称为“铁建重工”，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４２５”。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及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
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２．８７元 ／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１，２８５，１８０，０００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发行人授予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１５％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１，４７７，９５７，０００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２７．７１％（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８５，５５４，０００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２６．０９％。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８５，５５４，０００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约占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２６．０９％，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数量相同，
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９，７０１，０００股，约占绿鞋行使
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 约占绿鞋行使后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５．８８％。 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１７９，９２５，０００股， 约占绿鞋行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７２，７０２，０００股，约
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４．１２％。

根据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１９２，７７７，０００股，占Ａ股初始发行
股份数量１５．００％。

根据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２７．０４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１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８９，９６３，０００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本款所
指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超额配售启用前、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
网下、网上发行总量计算。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２９，７３８，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５７．６５％，约占本次绿
鞋后发行总量的４２．６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６２，６６５，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２．３５％，约占本次绿鞋后发行总量的３１．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１５００９９４６％。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战略配售、 网上发行 （含超额配售部
分）、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跟
投机构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１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铁建重工１号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铁建重
工２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铁建重工２号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其他战略投资者的类型为；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长期
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Ｔ－４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
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联席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
股票的除外）。联席主承销商将在６月１６日（Ｔ＋４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
（元）

限售期

１ 中金财富 ３４，８４３，２０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３５ － 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３５ ２４个月

２ 铁建重工１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２４，９９０，７７６ ３５８，７２３，５２７．１２ １，７９３，６１７．６４ ３６０，５１７，１４４．７６ １２个月

３ 铁建重工２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３，５２７，２２４ １０，１２３，１３２．８８ ５０，６１５．６６ １０，１７３，７４８．５４ １２个月

４ 国家制造业基金 １７，４２１，６０２ ４９，９９９，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９９９．９９ ５０，２４９，９９７．７３ １２个月

５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 １７，４２１，６０２ ４９，９９９，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９９９．９９ ５０，２４９，９９７．７３ １２个月

６ 国机资本 ９，５８６，１７２ ２７，５１２，３１３．６４ １３７，５６１．５７ ２７，６４９，８７５．２１ １２个月

７ 国新投资 ９，５８６，１７２ ２７，５１２，３１３．６４ １３７，５６１．５７ ２７，６４９，８７５．２１ １２个月

８ 中车国创基金 ９，５８６，１７２ ２７，５１２，３１３．６４ １３７，５６１．５７ ２７，６４９，８７５．２１ １２个月

９ 通号集团 ３４，８４３，２０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２ ５００，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５００，００１．２３ １２个月

１０ 中保投 ８，１４８，２４６ ２３，３８５，４６６．０２ １１６，９２７．３３ ２３，５０２，３９３．３５ １２个月

１１ 财信产业基金 １７，４２１，６０２ ４９，９９９，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９９９．９９ ５０，２４９，９９７．７３ １２个月

１２ 交投创新公司 ４，７９３，０８６ １３，７５６，１５６．８２ ６８，７８０．７８ １３，８２４，９３７．６０ １２个月

１３ 长沙经开集团 １７，４２１，６０２ ４９，９９９，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９９９．９９ ５０，２４９，９９７．７３ １２个月

１４ 国铁盛和 １７，４２１，６０２ ４９，９９９，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９９９．９９ ５０，２４９，９９７．７３ １２个月

１５ 华菱津杉 １７，４２１，６０２ ４９，９９９，９９７．７４ ２４９，９９９．９９ ５０，２４９，９９７．７３ １２个月

１６ 湖南高新创投 １０，４５２，９６１ ２９，９９９，９９８．０７ １４９，９９９．９９ ３０，１４９，９９８．０６ １２个月

１７ 工控资本 ４，７９３，０８６ １３，７５６，１５６．８２ ６８，７８０．７８ １３，８２４，９３７．６０ １２个月

１８ 兴湘集团 １０，４５２，９６１ ２９，９９９，９９８．０７ １４９，９９９．９９ ３０，１４９，９９８．０６ １２个月

１９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 ４，７９３，０８６ １３，７５６，１５６．８２ ６８，７８０．７８ １３，８２４，９３７．６０ １２个月

２０ 路桥集团 ８，７１０，８０１ ２４，９９９，９９８．８７ １２４，９９９．９９ ２５，１２４，９９８．８６ １２个月

２１ 永达机械 ９５８，６１７ ２，７５１，２３０．７９ １３，７５６．１５ ２，７６４，９８６．９４ １２个月

２２ 包头城投 ９５８，６１７ ２，７５１，２３０．７９ １３，７５６．１５ ２，７６４，９８６．９４ １２个月

合计 ３８５，５５４，０００ １，１０６，５３９，９８０．００ ５，０３２，６９９．９０ １，１１１，５７２，６７９．９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４６２，１８５，３６４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１，３２６，４７１，９９４．６８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４７９，６３６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１，３７６，５５５．３２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６２９，７３８，０００股；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１，８０７，３４８，０６０元；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０股；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０元；
５、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９，０３６，７４６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Ｔ＋３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
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１”位数 ２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铁建重工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
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
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４，５１０个账户，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４５１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为６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４３，３８４，９２２股，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６．８９％，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７％。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表”。

三、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４７９，６３６股，包销金额为１，３７６，５５５．３２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４３９０７％，包销股份的数量占超额配售启
用后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３２４５３％。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Ｔ＋４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不含
超额配售部分所获得的资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与承销业务指引》，获授权的主承销商在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０个自然日内， 不得使用超额配售选择权专门账户外的其他
资金或通过他人账户交易发行人股票。 因此，中金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３０个自然日内不出售其包销股份。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５３５１６６８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６

发行人：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８７２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
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２．２９元 ／ 股。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０万
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１，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７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Ｔ－２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

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海泰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
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８７２
号文予以注册。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
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
为１，６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２．２９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Ｔ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的行业目
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Ｃ３５专用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８．５２倍（截止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Ｔ－３日））。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２．２９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４．８２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３８．５２倍（截止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Ｔ－３日））。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
申购日为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Ｔ＋２日）公告的《青岛海泰科模

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６月
２２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１，６００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价格 ３２．２９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 、且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Ｔ－２日 ）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 《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其中，
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
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

缴款日期 Ｔ＋２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锦盛二路６６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９０８６８６９－８０９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６６９号博华广场３７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发行人：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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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应收债权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 月 14 日，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或“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了《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草案）》（以下简称“《财产管理
方案》”，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003）。 2021 年 4 月 26 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作
出（2020）闽 05 破 2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28）。

根据《财产管理方案》及《重整计划》的规定，现公司及管理人委托福建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圆拍卖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 10 时 30 分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沟
西村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老厂二楼会议室对公司应收债权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的基本情况
应收债权，评估价值 129,719,979.96 元。
二、竞买人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公司；
2、公司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3、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与委托方无债权债务纠纷；
4、本次拍卖不接受自然人及联合体报名。
三、与交易相关其他条件
1、有意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须在 2021 年 6 月 23 日 16 时前到方圆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并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000）。 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须在
2021 年 6 月 23 日 16 时前如数汇达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户名：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账号：35050165624000001256；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陈埭支行），竞买保
证金在拍卖成交后自动转为部分成交款。

2、如遇委托人在拍卖前撤回本拍卖标的，竞买保证金（不计利息）如数退还，委托人和拍卖
人不承担任何费用，竞买人对此无异议。

3、经拍卖人确认竞买资格后，竞买人应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15 分前凭竞买登记
手续到拍卖会现场领取竞买号牌。

4、本次拍卖采取有保留价增价拍卖方式。 拍卖会实行“价高者得”原则。 拍卖成交后，买受
人须在拍卖会上当场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和《拍卖笔录》等。

5、拍卖会后，未竞得标的的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无息退还。 拍卖成交后，竞买人即成
为买受人。 买受人应于拍卖成交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即 2021 年 06 月 25 日前）将全部拍卖成
交款一次性汇入委托人指定的账户（竞买保证金可直接冲抵部分成交款）。 委托方指定账户信
息如下：

户 名：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 号：3505016562400000125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陈埭支行。
6、买受人付清全部成交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凭《拍卖成交确认书》等成交证明及相关身份

材料、委托手续等原件到贵人鸟管理人及贵人鸟处（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沟西村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办理交接手续。

7、竞买人参与拍卖前应向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对标的物的权属、税费缴付的标准，以及
其他须注意的事项进行咨询，因政策原因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交割的风险由竞买人承担。

8、本次拍卖标的物为贵人鸟持有的应收债权，该等债权如因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不成立、涉
及其他纠纷、互负债权债务、超过诉讼时效等原因无法收回的，相应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该
等债权如因包括但不限于被质押等他项权利限制而导致转让不能的， 相应风险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

9、委托人、拍卖人对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所作的标的口头描述、说明及提供的相关文字
资料等，仅供竞买人参考，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何承诺和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亦不作为对竞买
人参与此次拍卖的建议。

10、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8 号环球广场 816 室
联系电话：0591-87511351
四、风险提示
本次应收债权拍卖是否能够成交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根据《财产管理方案》及《重整计

划》的规定，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处置参考，通过公开拍
卖方式进行处置。 若拍卖成交价低于上述资产的账面价值，对公司当期损益将有不利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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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3 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

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8 人，实到 8 人，
会议由董事长郭敬谊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总额

人民币在 5 亿元且单笔理财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额度内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
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此理财额度可循环使用。每笔产品购买金
额和期限将根据闲置资金情况具体确定。本委托理财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关于以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及《独立董事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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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3 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
闲置资金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内， 且单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额度内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此理财额度可循
环使用。 每笔产品购买金额和期限将根据闲置资金情况具体确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理财情况概述
1、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
险与收益相对固定的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收益。

2、理财使用金额
总额人民币 5 亿元内，且每笔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单

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上述资金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3、理财方式
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将选择与公司有良好业务关系的优质银行， 且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需满足保证本金安全、低风险、收益相对较高、具有较高流动性的要求，理财产品主要投向为我
国银行间、金融系统间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同业存款、信用拆借、
债券、金融债、票据、同业理财等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投资的委托理财产品，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
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等。

4、理财授权期限
委托理财的授权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 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委托理

财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委托理财所选择的理财产品，投资方向均为短期理财产品品种，公司对

委托理财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了充分的预估与测算，相应资金的使用
不会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展， 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
用效率。

五、风险控制
公司已制定《委托理财管理办法》，对委托理财的权限、审核流程、日常监控与核查、责任追

究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六、独立董事关于委托理财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建立了《委托理财管理办法》，对委托理财的审批与实施、管理与核算、风险控制、信

息披露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委托理财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综上，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内
且单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额度内滚动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单笔理财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理财额度可循环使用。 授权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有效。

七、 备查文件
1、2021 年第 3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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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5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21 年 1-5 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4,68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0%。 5 月份，本
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10 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响坎河沿线城市更新工程项目 （子项一 、二 、
三） 62.0

2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印度尼西亚 LAMAN200 万 t/a 氧化铝厂项目 EPC 合同-采购 、施工 58.7

3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城市快速路网建设项目 （一期 ）（标段 3 昌国路快速
路建设项目 ） 32.2

4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甘肃省嘉峪关市中鹏·星河湾工程合同 20.0

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一期 ）一标总承包项目 18.9

6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陆港医院工程 EPC 项目合同 18.8

7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沙洲一号商业楼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 18.0

8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双创乡村振兴服务站建设施工合同 15.8

9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北斗海智产业园 EPC 项目 15.2

10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寿湖特色温泉小镇项目 15.0

11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137.8 万吨 /年 7m 顶装焦化项目总承
包合同 14.5

12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田横文化中心、高青县城东中学 、高青县城区
体育场馆项目、青城路东延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13.6

13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东方万达广场 12.0

14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置换转型升级改造项目综合
料场工程总承包合同 11.9

1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11.7

16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什邡市蓥华山旅游康养产业园（一期）项目 11.3

17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河北省邯郸东部成安县项目包工程合同 10.7

18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主城区污水厂网、 生态水网共建项目二期 PPP 工程
CI 标段施工承包合同 10.3

19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蓬安嘉陵江三桥（油坊沟渡改桥 ）、引道及配套工程项目 10.1

10 亿以上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380.7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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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公示 2020 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补贴资金的

公告》，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
钢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撒堡公司”）符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太阳能
光伏发电项目补贴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于近日收到广州市增城区发展和改革局转
入的补贴资金 2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本次政府补助不具备可持续性，以后年度是否可以获
得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

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
外的政府补助。

恺撒堡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恺撒堡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

200 万元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上述政府补助在“递延收益”科目归集，并在确认相关成
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其他收益”。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恺撒堡公司为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收到政府补助预计

增加恺撒堡公司当期利润总额 200 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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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今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农业银行
林立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1〕460 号）。 林立先生自 2021 年 6 月 15 日起就任本行执
行董事，以及董事会战略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兼美国
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林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5 日
附件
林立先生简历
林立先生，1968 年 7 月出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21 年 3 月起任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2021 年 6 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副行
长。 先后在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工作。 曾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办公厅副主
任、主任、董事、董事会秘书（期间兼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
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执董办主任、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董事、中国光大投资管理公司监事
长），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常务副行长（期间兼任中国银联董事）。 2014 年 1 月任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副行长，2018 年 2 月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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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间， 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3,864 亿元（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