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林成山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荣成企业香港上市实现了零的突破

本报荣成 1 0月 1 5日讯
(李振宇 戴维江 周龙敏)

10月9日，浦林成山(开曼)
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股票
简称“浦林成山”。自此，荣
成企业香港上市实现了零
的突破。

“浦林成山”股票代码
01809，本次公开发行1 . 35亿
股，发行价为每股5 . 89港元，
募集资金总额近8亿港元。所
募款项4 . 7%用于全钢子午线
轮胎产能扩张第一阶段的投
资；35 . 8%用于全钢子午线轮
胎 产 能 扩 张 的 第 二 阶 段 ；
19 . 8%用于半钢子午线轮胎
产能的扩张；30%用于海外投

资，包括建设及收购海外生
产基地；9 . 7%用于营运资金。

浦林成山(开曼)控股有
限公司是荣成市级重点企业
成山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红
筹上市的主体，其实际拥有
的境内资产为浦林成山 (山
东)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浦林山东”)。浦林山东成立
于2005年12月29日，主要经营
业务为设计、制造和分销全
钢子午线轮胎、半钢子午线
轮胎和斜交轮胎，产品涵盖
乘用、商用、工业、农业及部
分特种车辆轮胎，拥有3条主
要 生 产 线 ，年 生 产 能 力 为
1240万条，产销量、技术创新
能力以及节能环保水平均达

到同行业领先地位。浦林山
东经过多年发展，产品已获
包括美国DOT、欧盟ECE及
R117等全球所有主要轮胎市
场相关机构认证，荣获“中国
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称
号，各类轮胎产品通过约350
个经销商销往全球1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浦林成山成功香港上
市，不仅是企业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实
现了荣成企业在香港上市零
的突破。

目前，荣成市上市挂牌
企业共58家，其中，上市企业
3家、新三板挂牌企业6家、区
域股交中心挂牌企业4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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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荣成“蓝天盛宴”圆满落幕
杨青

2018荣成滨海国际热气球文化艺术节举行
本报讯 10月14日晚，

为期两天的2018荣成滨海国
际热气球文化艺术节落下帷
幕，本次活动吸引了共计四
万余名观众参加。

13日开幕式当天，150位
旗袍爱好者组成的旗袍队婀
娜而至，变形金刚酷炫登场、
小丑骑着大轮车吸睛无数、
桑巴表演热情奔放……两场
大型主题巡游紧接而至，吸
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围观
前行。本次活动除开幕式的
樱花主舞台和巡游表演外，

时光、星空、天鹅三个副舞台
也精彩纷呈。本次活动向市
民免费开放，让市民在家门
口就感受到这场文化艺术盛
宴。活动还邀请了全国百大
DJ等国内知名明星到场助
阵，摇滚、民谣、电音、流行、
中国风等多种音乐风格齐聚
现场，打造一场无以伦比的
视听盛宴。

14日上午，期待已久的
热气球系留飞行开始，部门
市民体验飞行，亲身感受热
气球的魅力，在空中领略樱

花湖畔的美景。据了解，热气
球升空对环境有极高的要
求，雨天和大风天都无法飞
行。本次飞行恰逢周末，荣成
天气晴朗，秋风凉凉，热气球
飞行员表示正是适合热气球
飞行的天气。

2018荣成滨海国际热气
球文化艺术节，将国际化的
演出内容及本土文化相融
合，迎合“樱花湖体育公园”
属性特点，将旅游与体育相
结合，文化与艺术相融合，打
造系列环湖业态，是一场旅

游与体育、音乐交相辉映的
狂欢嘉年华，是智能灯光与
音乐的高度融合，视觉与听
觉的感官动态体验。

近年来，荣成市致力于不
断提升新时代居民的幸福感
与获得感。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建设生态
宜居幸福荣成为目标，坚持建
机制聚合力、抓重点带全面、
惠民生求实效，努力提高文明
城市建设水平，推动经济社会
全面科学发展。

10月15日，随着涡喷大师编
队邀请赛的落幕，“歌尔杯
2018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荣成
站)暨涡喷大师编队邀请赛”也
圆满结束。自10月10日起，本次
赛事先后开展了全国航空模型
公开赛(荣成站)、涡喷大师编队
邀请赛、“蓝天飞梦”青少年模
拟飞行大赛、教育无人机研学
邀请赛等精彩比赛，观看群众
累计10余万人次。

涡喷大师编队邀请赛收官

业内外皆赞赏

15日下午，为期三天的涡喷
大师编队邀请赛结束。来自德
国的Team Jet Cat团队夺得冠
军，英国的Reds Duo团队及德
国的Elster Jet Team团队分别
获得亚军和季军。

此次涡喷大师编队邀请赛
惊喜不断，除了众多实力选手的
精彩演绎，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来
自德国的Horizon Jet Team Kids
队。两位选手Nick和Maurice是所
有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分别
是10岁和11岁。他们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势头以及别具特色的编
队阵型，不仅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也让竞争对手纷纷赞赏。国际喷
气模型编队大师赛(IJFM)当前国

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喷气模型赛
事之一，本次是其选手首度进入
亚洲进行表演比赛，为赛事增添
了更多看点。中国航空学会秘书
长姚俊臣表示：“将涡喷编队比赛
引入此次赛事，不仅能够提高赛
事科技含量，同时也能让观众感
受到热烈的比赛气氛，是一场让
内行、外行都各得其所的比赛。”

全程关注比赛的市民刘先
生，用一句话很好地印证了姚
俊臣对赛事的总结，“作为一个
只会看热闹的‘外行’，它带给
我的不仅仅是一场精彩的赛事
体验，更体现了一种对热爱事
情的追求与执着。看到选手们
专注比赛，触动很大。”

精彩赛事活动不断

全方位调动市民感官

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于10
月10日-11日在荣成市樱花湖体
育公园举行，作为本次赛事最
先启动的比赛，共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30名高水平选手参与。这
是一项“三分空中驰骋，七分陆
上调试”的高技术含量户外体
育运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进
行了遥控涡喷特技飞行(F4J)项
目，最终来自河南的选手杨柳
获得冠军。

10月13日-15日举行的“蓝
天飞梦”青少年模拟飞行大赛，
汇聚了全国近50所中小学的选
手参加。比赛秉承着加强青少
年科技素质教育、培养航空创
新后备人才的宗旨，通过模拟
飞行操作，提高了学生动手动
脑的协调能力和快速应变能
力，也增强了飞行操作基本技
巧的熟练度。

教育无人机研学邀请赛是
本次赛事为青少年准备的又一
场“蓝天盛宴”。比赛将科技、工
程、数学、艺术充分融合，并融入
了编程知识，让青少年在接轨智
能化和互联网新时代的同时，将
DIY概念融入其中，通过提升青
少年的动手能力和探索精神，让
青少年体验飞行驾驶的乐趣。

与此同时，贯穿活动始终
的除了各项精彩赛事，还有色
香味俱全的海鲜美食嘉年华以
及浪漫的滨海国际热气球文化
节。70个展位、2500平米的美食
场地，大批荣成特色美食和海
鲜美味让市民不仅比赛看得过
瘾，更是吃得过瘾。

赛事圆满落幕

活动升级影响深远

“歌尔杯 2018全国航空

模型公开赛(荣成站)暨涡喷大
师编队邀请赛”是继去年首届
全国航空嘉年华活动以来，荣
成迎来的又一场精彩航空赛
事。此次赛事将活动升级，首
次引进涡喷编队比赛，规格、
规模、参赛人员等方面较去年
均有较大提升。中国航空学会
秘书长姚俊臣表示，本次大赛
吸引了业内人士、新闻媒体和
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航空模
型赛事正以其开放性、包容
性，日益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
的航空科技创新赛事，以及提
高国民航空意识、奠定群众性
航空事业基础、推动航空制造
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次比赛的主办地荣成，
以其美丽的比赛环境再次成为
被关注的焦点。荣成历来重视
航空科普教育，目前全市50多
所普通中小学已全部开设航空
科普教育课程，并有多所省级
以上航空特色学校。“歌尔杯
2018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荣成
站)暨涡喷大师编队邀请赛”再
次走进荣成，也将对城市的整
体宣传和相关产业的整体带动
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本届赛
事引入国际级别的涡喷大师编
队邀请赛，吸引了全世界航空
爱好者、高端运动爱好者和赛
事相关配套产业的目光，是荣
成借力赛事走向世界的良机。

检修
10月10日至12日，荣成市

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10千伏俚
工站1号主变侧老化设备进行
综合治理工作。下一步，公司将
按检修计划，进一步对全市电
网开展各类检修、升级、改造工
作，确保荣成电网可靠供电。

韩天凯 徐丽君 摄

养老保险业务

可跨乡镇通办

本报荣成10月15日讯(鞠云霞)
日前，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深化

“一次办好”，再推便民新举措，实现居
民养老保险的部分业务跨乡镇就近办
理。

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为把
“一次办好”落实到位，对居民养老业
务依托信息化手段，在减证便民、精简
经办流程和提高经办效率等方面提出
了一些便民的创新做法。

在前期将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业
务下放到基层镇(街)保障所办理的基
础上，近期又推行居民养老保险的部
分业务可跨乡镇就近办理，实现全市
通办。如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待遇
终止、参保中断和恢复等多项业务，只
需参保人或代办人持身份证和办理业
务所需的相关资料，即可就近到荣成
市范围内的镇(街)劳动保障所的业务
窗口办理。

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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