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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时刻

科创板淄博第一股正式诞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文珂
通讯员 张丽 丁昊

4月8日，智洋创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智洋创新)在
上交所敲钟上市。就此，淄博
正式迎来科创第一股。

智洋创新是牛年淄博在A
股上市的第一只股票，也是继
去年3月12日东岳硅材登陆创
业板以来，淄博企业向资本市
场发起的最新一次冲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注意
到，智洋创新的发行价为11 . 38
元/股，而截至当日收盘，该股
报收 2 4 . 6 5元/股，涨幅高达
116 . 61%。

纳新

4月8日9点30分，淄博市委
常委、副市长宋振波，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鹤
年，智洋创新董事长刘国永共
同鸣锣开市，智洋创新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正式
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688191。

淄博高新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魏玉蛟，淄博市
政府副秘书长于照春及淄博
市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等
相关政府部门主要领导，智
洋创新董事长刘国永、总经
理聂树刚，股东代表、客户代
表、合作伙伴代表、公司高管
以及中介机构代表等共同参
加了上市仪式，一起见证这
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
现，在智洋创新正式上市前
夜的答谢宴上，淄博高新区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魏玉
蛟表示，智洋创新成为淄博
第一家人工智能产业上市企
业和第一家科创板上市公
司，是高新区全力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加快推动优势企
业走向资本市场的重大成
果。高新区将聚焦企业上市
所需，拿出最好的政策、最优
的环境、最快的速度，提供全
天候、全方位服务，切实当好
坚实后盾，让优质企业群体
在资本市场舒心、放手发展，
成就美好愿景和宏图大业。

在 4月 8日的上市现场，
智洋创新董事长刘国永表
示：“智洋创新成功登陆国内
资本市场，是公司发展历程
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更是
一个全新的起点！自此刻起，
我们将接受来自资本市场新
的检阅与考验，我们将牢牢
抓住这一机遇，借助资本市
场的力量，提升对产品持续
开发和创新升级的能力，实
现业绩的快速增长。我们也
将努力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
和管理水平，实现客户、员
工、社会与股东的共赢，创造
出更多的奇迹与辉煌！”

根据智洋创新披露的上
市公告书，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数量约为3826万股，发行
后的总股本约为1 . 53亿股，发

行价格11 . 38元/股，对应市盈
率为22 . 61倍，同时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4 . 35亿元。

而随着智洋创新登陆科
创板，淄博上市公司在沪深两
市拥有的席位已经达到24家。

这意味着，智洋创新不仅
是2021年淄博在沪深两市上市
的第一股，同时也是“十四五”
期间淄博第一家上市的企业，
更让淄博高新区的上市企业
数量达到8家。

闯关

梳理智洋创新的上市之
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
现，其最早于2019年5月11日
获得科创板上市申请受理，
到今年 4月 8日敲钟上市，历
时698天。

智洋创新闯关成功，首
先得益于其资本市场的运作
经验。2015年1月12日智洋创
新就在新三板挂牌，并一度
跻身新三板创新层。2018年1
月 3 1日，智洋创新从新三板
摘牌。彼时，公司公告称，因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及经
营发展的需要，经慎重考虑，
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申请终止挂牌。

而终止挂牌3个多月后，
智洋创新便发起了对科创板
的冲刺。

根据板块定位，科创板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
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
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

智洋创新身上的闪光
点，显然符合这一特性。

注册地位于淄博高新区
的智洋创新成立于2006年，注
册资本为1 . 15亿元，法定代表
人为刘国永；由淄博智洋控
股有限公司控股，持股比例
占63%，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工
业应用机器人、电力自动化
系统等。

招股书显示，智洋创新
是国内专业的电力智能运维
分析管理系统提供商，其输
电线路智能运维分析管理系
统契合了国家电网加强智能
电网和电力物联网发展趋
势。特别是包含在输电领域
下的此项业务在2019年营收
约2 . 4亿元，占到公司当年主
营业务收入的73 . 24%。

通过输电领域、变电领
域两大主营业务的连续增
长，为企业带来了稳定收入。
2017——— 2019年，智洋创新分
别实现营收1 . 367亿元、2 . 193
亿元和3 . 285亿元，年复合增
长率高达55%。

此外，智洋创新还是国
家高新区瞪羚企业、山东省
(首批)瞪羚示范企业、山东省
(首批)隐形冠军企业……

高新沃土

企业上市一直是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的“兴奋剂”与

“加速器”。上市企业对于提
升地方经济活跃度，借助资
本力量促进产业转型具有重
要作用，同时也是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的体现。可以说，上
市企业的数量就是一个地方
经济发展实力的直接体现。

而淄博官方，深知这一
道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淄博将开展资本市
场突破行动，年内实现8家以
上企业上市并实现科创板零
的突破，新增 1 0家企业报辅
导或申报 IPO。同时，淄博深
化与证券交易所和大型投资
机构战略合作，加快打造资
本市场“淄博板块”。

基于此，淄博定下了到
2025年新增上市公司25家以
上，较现有上市公司数量实
现翻番的目标。

而截至目前拥有 8家上
市公司的淄博高新区，显然
已成为淄博资本市场的重要

板块，其在扶持企业上市上，
更是给出了丰厚政策。

今年2月23日，淄博高新
区就出台过《关于促进企业
上市挂牌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若干政策》。

上述《政策》表示：对在
沪深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在
市级奖励的基础上，淄博高
新区将再分阶段给予1000万
元奖励；拟上市企业在中国
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完成报备
并正式进入辅导期，奖励200
万元；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
所受理上市申报材料，奖励
3 0 0万元；企业上市成功，奖
励500万元。

与此同时，对境外上市、
拆分上市、新三板、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的企业淄博高新区
同样也出台了奖励措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还
发现，近年来淄博高新区全
力推动辖区企业进入多层次
资本市场，为产业转型升级
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例如，目前淄博高新区
为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
并融资的企业兑现各级奖励
资金4600余万元，并着力引导
工业技改、节能降耗、两化融
合等重点领域的项目扶持资
金向改制挂牌企业倾斜，通
过政策支持切实减轻企业在
改制挂牌过程中的负担。

淄博高新区财政金融局
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借
助智洋创新上市这一节点，
该局将进一步对辖区内十几
家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进行
一一梳理，为他们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与帮助解决其遇到
的相关困难。目前，高新区已
经有亚华电子、新恒汇等即
将“闯关”的企业，同时也有
一系列储备上市的公司。

这也就意味着，在助推
智洋创新上市后，淄博高新
区并没有给自己留喘口气的
休憩时间，他们选择的是更
快地奔跑。

淄博市全面推行

小学课后延时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魏馨瑜

4月8日上午，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向
社会发布淄博市全面推行小学课后延时
服务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小学课后延时
服务对有服务需求的小学生将做到零拒
绝，课后延时服务时间一般不早于17:30。
鼓励各学校充分挖潜，开展读书、体育、艺
术、劳动、科普等活动。探索“学校+家委
会”“学校+志愿者”“学校+第三方”等方式
提供服务。严禁以课后延时服务名义组织
集体教学或补课。

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要广泛进行摸
底调查，认真分析服务需求，抓紧抓实工
作部署，确保4月底前全市小学全部开展
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确保课后延时服务覆
盖全体小学生。

各区县要按财政经费补助标准足额
拨付课后延时服务经费。鼓励和支持教职
工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工作，落实收入奖补
政策和评优奖励机制，让教师多劳多得、
优劳优酬。加强统筹协调，对因参加课后
延时服务不方便接自己孩子放学的教师，
要积极创造条件帮助解决接送困难，让教
师能安心做好课后延时服务工作。

同时，市教育局还将课后延时服务开
展情况纳入市对区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评价，建立健全课后延时服务督查和通报
制度。指导各区县各学校做好安全管理、
质量管理，防范风险隐患。下一步各学校
要公布举报电话，畅通监督渠道，接受群
众监督，不断提升课后延时服务质量。

全市首起！男子酒后
暴力袭警被依法逮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原雪
通讯员 许红 杨卉姿

今年3月1日，我国刑法修正案 (十
一)正式施行，首次对袭警单独设置法定
刑，最高刑期由三年变为了七年。4月7
日，张店警方对一名涉嫌袭警罪的犯罪
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这也是“袭警罪”
入刑以来淄博市范围内侦办的首起袭警
案件。

3月23日晚，张店警方接到辖区群众
韩女士 (化名 )报警，其前夫张某醉酒后
在其租住的房屋外闹事，并企图用砖头
砸门入室。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带领
当晚值班辅警赶往现场处置。在现场，民
警见张某满身酒气、情绪十分激动，遂上
前对其进行劝阻。不成想面对现场众人
的劝阻，张某非但不配合还将矛头转向
了正在处警的民警身上，拿起旁边放置
的一件铝制簸箕就要往民警身上砸去，
一旁的辅警见状立即上前阻止却被张某
用手中的簸箕砸伤了头部。随后，满身酒
气的张某被民警当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
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醒酒。

酒醒后，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懊
悔不已，目前，张某因涉嫌袭警罪已被依
法逮捕，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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