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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99,783,772 股
2、发行价格：2.33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698,496,188.76 元
4、募集资金净额：676,805,985.20 元
5、上市日期：2021 年 1 月 7 日
二、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长沙水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发行对象长沙水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
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取得的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若减持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299,783,772 股将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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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指
惠博普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的行为

控股股东、发行对象、认
购对象、认购人、长沙水
业

指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定价基准日/董事会决议
日

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日（即 2020 年
5 月 25 日）

最近三年一期/报告期

指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

指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
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
的普通股

中国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登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
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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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Oil HBP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发行前注册资本：107,081.00 万元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惠博普
股票代码：002554
法定代表人：谢文辉
董事会秘书：张中炜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一段 22 号恒晟商厦 C 座 542 号房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 号 12 层/16 层
邮政编码：100088
电话：010-62071047
传真：010-82809807-1110
网址：www.china-hbp.com
所属行业：采矿业-开采辅助活动（B11）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02 月 01 日）；专
业承包；油气资源投资；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转
让、咨询、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机械电器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办公设备、环境污染
防治专用设备；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污泥处理、土
壤改良、油罐清洗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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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5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
2019 年 9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
2020 年 5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议案。
2020 年 8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期议案》等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议案》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8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202163 号），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事项
予以受理。
2020 年 11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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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油惠博
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3236 号），该批复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99,783,772 股新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三）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99,783,772 股。
（六）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即 2.33 元/股。
（七）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 698,496,188.76 元。
（八）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生的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含税金额（元）

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费

13,462,404.72

12,700,381.81

保荐费

4,000,000.00

3,773,584.91

律师费

2,369,427.32

2,235,308.76

审计验资费用

2,150,000.00

2,028,301.88

信息披露费用

400,000.00

377,358.48

材料制作费用

60,000.00

56,603.78

250,000.00

235,849.06

投资者关系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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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费用
总计

299,783.77

282,814.88

22,991,615.81

21,690,203.56

（九）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在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6,805,985.20 元。
（十）资产过户和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十一）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长沙水业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账户。
2020年12月17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到账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0）第550006号《验资报告》。截至2020
年12月17日10时止，联储证券的认购资金账户已收到长沙水业缴纳的认购资金总
计人民币陆亿玖仟捌佰肆拾玖万陆仟壹佰捌拾捌元柒角陆分。
2020 年 12 月 17 日，联储证券将扣除证券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
款项划转至惠博普指定账户中。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中兴华验字（2020）第 550009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止，
惠博普已收到联储证券扣除证券承销费人民币 13,462,404.72 元（不含税金额为
12,700,381.81 元）元后的余额 685,033,784.04 元。
综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际收到认购对象长沙水业的出资款共计
698,496,188.76 元，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人民币
21,690,203.5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6,805,985.2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
民币 299,783,77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377,022,213.20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股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不涉
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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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发行人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与联储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升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十三）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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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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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010479）。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在
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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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长沙水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文辉

注册资本

242,655.1929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7005294X4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中路 6 号 1 栋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004 年 12 月 7 日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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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长沙水业。长沙水业系公司控股股东。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在最近一年所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均履行了
相应决策和披露程序，交易详情已在相关公告中披露。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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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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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认购数量：299,783,772 股
限售期安排：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对象长沙水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
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限售期结束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4、发行对象资金来源情况
本次发行中，长沙水业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
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为他人或其他单位代持情
况，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资金来源于惠博普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十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过程完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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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3236 号）和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
次会议决议、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
议决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
发行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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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第
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次会议、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发行预案，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
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
《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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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
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
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
他协议安排的情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
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
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发行方案的规定；《缴款通知书》、《股
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发
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发行方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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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1、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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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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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结构表（含在途股份）》和《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
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
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2、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惠博普；证券代码：002554；上市地点：深圳证
券交易所。
3、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2021 年 1 月 7 日。
4、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对象长沙水业已承诺认
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所取得
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
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所取得的公司股票在限售期
届满后若减持将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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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

黄松

115,661,850

10.80

86,746,387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275,951

10.02

-

白明垠

89,347,800

8.34

67,010,850

肖荣

61,723,912

5.76

46,292,934

张青

13,826,585

1.29

-

王全

7,575,187

0.71

-

张科

6,443,300

0.60

-

史瑞祥

5,550,000

0.52

-

周民

4,876,824

0.46

-

张文灿

4,425,500

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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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16,706,909

38.92

200,050,171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松
白明垠

股份数量
407,059,723
115,661,850

持股比例（%）
29.70
8.44

限售股份数量
299,783,772
86,746,387

74,347,800

5.42

67,010,850

肖荣

61,723,912

4.50

46,292,934

樊温参
张青

15,025,200
9,514,611

1.10
0.69

-

王全
张科

7,575,187

0.55

-

6,526,300

0.48

-

史瑞祥
张文灿

5,550,000
4,425,500

0.40
0.32

-

707,410,083

51.61

499,833,943

合计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
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为 0.08 元/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65 元/股，本次发行摊薄后，发行人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为 0.06 元/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 1.78 元/股。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为-0.19
元/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45 元/股，本次发行摊薄后，发行
人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为-0.14 元/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63 元/股。
（五）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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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42,363.24

280,839.07

297,831.09

253,138.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7,600.52

136,499.21

91,470.89

217,184.01

资产合计

379,963.75

417,338.27

389,301.97

470,322.32

流动负债合计

188,817.91

199,892.85

167,446.73

191,326.10

28,090.29

32,893.99

47,450.45

58,726.06

216,908.20

232,786.84

214,897.17

250,052.16

155,240.69

176,951.97

167,911.69

214,083.92

7,814.86

7,599.47

6,493.11

6,186.22

163,055.55

184,551.43

174,404.80

220,270.15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8,535.58

229,344.87

166,178.13

148,524.61

营业成本

53,685.52

175,105.18

137,101.51

111,728.50

营业利润

-22,334.42

13,984.19

-48,236.59

9,081.66

利润总额

-21,184.13

13,792.87

-45,993.98

8,804.57

净利润

-19,187.65

9,528.83

-49,774.96

9,629.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533.25

8,524.44

-49,436.97

8,89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00.03

6,447.24

-37,647.16

12,006.4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42.90

31,640.80

3,399.74

-15,252.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72.33

-24,560.51

23,449.05

-26,555.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6.17

5,578.96

-24,248.15

7,577.46

-368.10

-422.19

-334.85

-1,152.9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077.16

12,237.06

2,265.78

-35,383.4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855.00

51,932.16

39,695.10

37,429.32

汇率变动对现金等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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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09 月
30 日
1.28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40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78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32

1.13
57.09

1.20
55.78

1.65
55.20

1.22
53.1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82

2.26

1.66

1.70

存货周转率（次）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基本
前每股收益（元） 稀释

1.52

5.58

6.63

5.29

-0.08

0.30

0.03

-0.14

1.45

1.65

1.57

2.00

-0.19

0.08

-0.47

0.08

-0.19
-0.12

0.08
0.06

-0.47
-0.36

0.08
0.11

-0.12

0.06

-0.36

0.11

-11.70

4.94

-26.17

4.07

-7.78

3.75

-19.93

5.50

主要财务指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基本
稀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3、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
财务状况将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到
增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1）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有所上升，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偿
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
（2）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一方面将有效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力，避免公司对银行
借款的依赖，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补充流动资金将满足公
司业务拓展、执行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逐步拓展主营业务的发展空间，保
障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
（3）现金流量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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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到位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金额增加，可有效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所致的现金流压力。公司资
本实力随之增厚，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总体而言，
本次发行将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五、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春卫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66 号富士康大厦 10 层
保荐代表人：李尧、刘锐
项目协办人：谭爱武
项目组其他人员：孙昉、佟欣、鲁鹏程
联系电话：021-80295971
联系传真：021-6104987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朱小辉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签字律师：张剡、王铮铮
联系电话：（8610）5776-3888
联系传真：（8610）5776-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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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尊农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东塔楼 15 层
签字注册会计师：肖宝强、张晶
联系电话：010-53796209
联系传真：010-6836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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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
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保荐机构指定李尧、刘锐为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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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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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联储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交易取得证监会核准至本报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八、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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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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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代表人：
李尧

刘锐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
谭爱武

法定代表人：
吕春卫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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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
议，确认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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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小辉

签字律师： _______________
张剡

_______________
王铮铮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02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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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有关报
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
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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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尊农

签字注册会计师：
肖宝强

张晶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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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
告和验资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本报告书中引用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
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尊农

签字注册会计师：
肖宝强

张晶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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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备查文件
1、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报告；
2、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3、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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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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