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发行人主要生产设备状况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成新率

１ 注塑成型机 １５ １０４０．７５ １３６．２９ １３．１０％

２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１ ８５８．４３ ７３６．１０ ８５．７５％

３ 主动板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２ ７０３．０８ ６０８．１６ ８６．５０％

４ 前盖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２ ６６９．４０ ５７９．０３ ８６．５０％

５ 主动轴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佰得） ２ ６３２．９２ ５４２．７３ ８５．７５％

６ 壳体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２ ５９１．１８ ５１１．３７ ８６．５０％

７ 塑料注射成型机 １ ４６８．３８ ４２６．２２ ９１．００％

８ 主动轴自动化生产线 ２ ４２２．５９ ３２６．５８ ７７．２８％

９ 数控车床自动化产线 １ ４１５．６８ ３２２．１５ ７７．５０％

１０ 吹塑机 ８ ３２０．７８ ２２３．７４ ６９．７５％

１１ 注塑机 １２ ３１３．８６ ３６．４２ １１．６０％

１２ 造粒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线 １ ３０８．８２ ２３８．５７ ７７．２５％

１３ ＣＮＣ卧式数控车床 １２ ２９８．８０ ２３０．９６ ７７．２９％

１４ 离合器智能集成装配检测线 １ ２７９．４９ ２４１．７４ ８６．４９％

１５ ＣＮＣ智能物流输送系统 １ １９８．７９ １９４．３２ ９７．７５％

１６ 立式加工中心 ７ １７７．９６ ７８．０６ ４３．８６％

１７ 吹塑试验机 ３ １５５．４４ ５３．５８ ３４．４７％

１８ 中空塑料成型机 ４ １５０．２７ １８．１４ １２．０７％

１９ 数控车床试验台 ６ １４７．６９ ８６．６４ ５８．６６％

２０ 离合器性能试验台 ２ １４６．１８ ７８．１５ ５３．４６％

２１ 数控车床 １１ １３３．１４ ２２．１５ １６．６４％

２２ 加工中心 ２ １２５．７４ １７．２４ １３．７１％

２３ 集中供料系统 １ １２４．６０ １２．４６ １０．００％

２４ 注吹塑智能供料系统 １ １２３．７９ １１９．１５ ９６．２５％

２５ 注塑成型试验机 １ １１２．９８ ６８．１１ ６０．２９％

２６ 硅油风扇离合器总成全环境性能测
试台 １ １０７．６９ ９３．４０ ８６．７３％

２７ 风扇性能试验台 １ １０５．１３ ４０．６５ ３８．６７％

２８ 风扇产品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１ ９４．０２ ８１．３２ ８６．５０％

２９ 离合器综合性能试验台 １ ９２．７１ ２６．６２ ２８．７１％

３０ 注塑自动化集中供料系统 １ ９０．０２ ７７．２２ ８５．７９％

３１ 注塑自动化输送供料系统 １ ８５．４７ ７３．２９ ８５．７５％

３２ 双螺杆挤出机组 ２ ８４．６４ ５７．４４ ６７．８６％

３３ 硅油离合器试验台 ２ ８４．６０ －３．５６ －４．２１％

３４ 吹塑自动化输送供料系统 １ ８３．７６ ７２．４５ ８６．５０％

３５ 铰链式窄通道叉车 ２ ８０．３４ ３０．５０ ３７．９６％

３６ 电脑数控铣床 １ ７６．００ ７．６０ １０．００％

３７ 风洞试验台 １ ７３．４３ ７３．１２ ９９．５７％

３８ 离合器试验台 １ ７１．６４ ７１．４２ ９９．６９％

３９ 双螺杆挤出机 ５ ６８．０９ ２８．６２ ４２．０４％

４０ 数控精加工夹具 ３ ６５．５２ ６４．９９ ９９．２０％

４１ 压力试验机 １ ６５．００ ３８．１３ ５８．６６％

４２ 三坐标测量机 １ ６２．２３ ６１．７５ ９９．２４％

４３ 电动螺旋压力试验机 １ ６０．００ ３５．２０ ５８．６６％

４４ 开式固定台压力机 ２ ５９．９２ １２．６５ ２１．１０％

４５ 合模机 １ ５９．８３ ５．９８ １０．００％

４６ 中水回用系统 １ ５６．２６ ９．４２ １６．７５％

４７ 数控铣床 ２ ５６．０６ ７．３１ １３．０３％

４８ 变压器 １ ５５．１４ ５．５１ １０．００％

４９ 弯曲机 ３ ５４．５３ １０．５６ １９．３８％

５０ 中空线中央供料系统 １ ５４．２７ ４１．２１ ７５．９３％

合计 １３９ １０，７６７．０４ ６，９３０．８６ ６４．３７％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１、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经办理并拥有８宗国

有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使用证号 ／
不动产权证号 面积（ｍ２） 使用年限 座落 取得

方式 用途 土地权
属

抵押情
况

１
浙（２０１６）北仑
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２０２４１号

２２，３９７．００ 至２０５２年９
月２２日

北仑区新碶黄山西
路２１１号 出让 工业用

地
雪龙股

份 已抵押

２ 仑国用（２０１１）
第１０４９６号 ４１，３５３．００ 至２０５２年４

月１１日
北仑区新碶黄山西

路２１１号 出让 工业用
地

雪龙股
份 无

３
浙（２０１６）北仑
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３１４号

１２．９３ 至２０８０年５
月３０日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
９８７号（锦绣千丈）Ｄ

幢汽６２６
出让 城镇住

宅用地
雪龙股

份 无

４
浙（２０１６）北仑
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３１３号

１２．７２ 至２０８０年５
月３０日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
９８７号（锦绣千丈）Ｄ

幢汽６２７
出让 城镇住

宅用地
雪龙股

份 无

５
浙（２０１６）北仑
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３１２号

９．１７ 至２０８０年５
月３０日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
９８７号（锦绣千丈）１０

幢１１０１室
出让 城镇住

宅用地
雪龙股

份 无

６
浙（２０１６）北仑
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６２５７号

９．０８ 至２０８０年５
月３０日

北仑区新碶新大路
９８７号（锦绣千丈）１０

幢１１０２室
出让 城镇住

宅用地
雪龙股

份 无

７ 长国用（２０１５）
第１０１００００２３号 ２０，００２．００ 至２０６２年１２

月１９日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至乙三街 出让 工业用
地

长春欣
菱 无

８ 长国用（２０１６）
第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７号 ６０．００ 至２０６２年１２

月１９日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乙三街以西 出让 工业用
地

长春欣
菱 无

２、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注册商标２８项，其中境内注册商

标２６项，境外注册商标２项。
３、专利
截至专利查询日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共获得专利９４项，其

中发明专利１４项、实用新型专利２６项，外观设计专利５４项。
４、域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网络域名２０项。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与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１、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目前未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未拥有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
企业的股份、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

（２）在本人控制发行人期间，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不会以任何形
式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
营活动。

（３）本人承诺不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发
行人其他股东的权益。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在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持
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如因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发行人的权益受
到损害，则本人同意向发行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２、主要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主要股东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公司目前未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的业务，未拥有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股份、股权或
任何其他权益。

（２）在本人作为发行人主要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公司
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

（３）本公司承诺不以发行人主要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发
行人其他股东的权益。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在本公司作为发行人主要股东期间持
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如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发行人的权
益受到损害，则本公司同意向发行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联交易
１、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宁波市北仑宝龙汽
车修理厂 风扇总成 － － ０．０６ ０．０９

合计 － － ０．０６ ０．０９
占同类业务的比重 － － ０．００％ ０．００％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报告期内，宁波市北仑宝龙汽车修
理厂因维修需求存在向公司零星购买风扇总成的情况， 但交易金额及其占公
司营业收入的比例极小。

（２）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宁波市北仑宝龙
汽车修理厂 车辆维修费 － ０．４０ ３．０５ ４．５９

合计 － ０．４０ ３．０５ ４．５９
占营业成本的比重 －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报告期内，发行人部分车辆在宁波市北仑宝龙汽车修理厂维修保养，上述
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且金额较小。

（３）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报告期内，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报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２７５．６８ ５５２．５３ ５０１．８２ ４５０．２４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股权收购与转让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股权收购与转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时间 内容 金额 定价基础

１ ２０１６年８月 雪龙股份转让长春欣菱１００％股权给维尔赛控股 １，０００．００ 原始出资额

２ ２０１６年９月 雪龙股份从维尔赛控股处受让长春欣菱１００％股权 １，０００．００ 原始出资额

（２）关联方资金拆借
①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

报告期内，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资金使用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 － － － －

２０１８年度 － － － － －

２０１７年度 － － － － －

２０１６年度

维尔赛控股 １０，７３０．００ － １０，７３０．００ －

香港绿源 ８７６．６３ － ８７６．６３ －

贺财霖 －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

贺群艳 －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

贺频艳 －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

合计 １１，６０６．６３ ６９０．００ １２，２９６．６３ －

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关联方对公司的占用资金及资金使用费均已清理并
支付完毕。 自上述资金占用清理完毕以来，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未发
生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②发行人从关联方拆借资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从关联方拆借资金情况。截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报

告期外从维尔赛控股拆借资金及资金使用费均已清理并支付完毕。
（３）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关联方往来情况如下：
①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
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
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
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应收账款 宁波市北仑宝龙
汽车修理厂 － － ０．０５ －

合计 － － － ０．０５ －

②应付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应付关联方款项，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报告期外其他

应付关联方款项已全部支付。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参照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

资金使用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资金占用利息收入

关联方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维尔赛控股 － － － ２．４２
香港绿源 － － － ２４．９６
贺财霖 － － － ２．１１
贺群艳 － － － ２．１１
贺频艳 － － － ２．１１

资金占用利息净收入小
计 － － － ３３．７０

报告期内，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形成的资金占用利息净收入分别为
３３．７０万元、０万元、０万元及０万元。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
的资金往来、资金使用费均已清理并支付完毕。

（４）股权激励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为实施股权激励，贺财霖将其持有联展投资的６，５２９，１３５元

出资额（对应公司４，０８８，３６６股股份）转让给公司管理层及核心员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证监会２０１９年３月发布的《首发业务若干

问题解答》对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按照同期同行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市盈率法计算确定２０１６年雪龙股份全部权益公允价值， 以此确认２０１６年度股
权激励的股份支付费用为２，０５２．３６万元。

（５）其他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其他关联方交易事项。
３、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

影响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４、报告期发行人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６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经过

规范运作， 上述资金占用已全部清理并参照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资金使
用费，不存在关联方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为规范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交易行为， 保护发行人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发行人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中，对发行人
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与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制定了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在
关联交易表决中的回避制度，及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监督制度。

自上述资金占用清理完毕以来，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未发生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公司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为规范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交易行为， 保护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公司在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中，对公司关联交
易的决策权限与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制定了关联股东或利益冲突的董事
在关联交易表决中的回避制度，及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监督制度。

１、《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１）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

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２）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３）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４）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

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
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
半数通过。 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３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５）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
供担保除外），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３００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０．５％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提交董事会
审议。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三千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５％以上的关联交易，
应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

达成的总额高于３００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的关联交
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
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
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３、《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具体如下：
（１）股东大会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
①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

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金额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５％以上的关联交易；

②公司连续１２个月内发生的（包括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与不同关联
人进行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累计达到３，０００万元以上，和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５％以上的关联交易；

③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董事会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
①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②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３００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０．５％以上的关联交易；
③公司连续１２个月内发生的（包括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与不同关联

人进行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累计达到上述①、②标准的关联交易。
（３）董事长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
①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不超过３０万元的关联交易；
②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不超过３００万元，或不超过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０．５％的关联交易。
４、《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利用关联交易、资产重组、

垫付费用、对外投资、担保、利润分配和其他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侵占公司资金、
资产，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严格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 并持续建立
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长效机制。 公司财务部门和审计部
门应分别定期检查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情况，杜绝大股东及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

审计部门作为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进行稽核的监督机构，按照有利于事前、
事中、事后监督的原则，负责对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并对检查对象和内容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确保内部控制的贯彻实
施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发生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情形的，占用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享
受占用当年的利润分配。

公司董事会建立对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股东或其
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本人、
股东的关联方所对应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应通过变现其
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董事会、 股东大会按照各自权限和职责审议批准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
在采购、销售等生产经营环节产生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对与大股东及关联方
有关的货币资金支付严格按照资金审批和支付流程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大股东及关联方侵占公司资产
时，公司董事会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提
议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上述行为导致公司利益损失的，公司对
相关负责人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经济赔偿处分； 造成公司利益严重损
失的，公司对相关负责人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经济赔偿处分，并动议免
除相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予以
追究法律责任。

（四）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针对２０１５年初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底发生的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确认： 公司自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发生
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前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
查，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的批准程序，遵循了
公平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易操纵公司利润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０１８年４月初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底，除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外，发行人新增的关联
交易仅为向宁波市北仑宝龙汽车修理厂采购０．４０万元维修服务， 发行人董事
长根据《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履行了决策程序。

（五）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公司将通过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中的关联交易基本原则、决策程序、回避制

度等措施来规范关联交易。
公司主要股东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及实际控制人贺财霖、贺频艳、贺群

艳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本人 ／本公司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并将保持

发行人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

日，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人 ／本公司及本人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不
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今后本人 ／本公司及本人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在不与法律、
法规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相抵触的前提下，将促使本人 ／本公司及本
人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进行关联交易时将按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
行法律、法规和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程序。

本人 ／本公司将促使本人 ／本公司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通过与发行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谋求特殊的利益， 不会进行有损发行人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
交易。

公司主要股东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及实际控制人贺财霖、贺频艳、贺群
艳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占用公司资
金，不与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

月
任期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薪酬情
况

（万元）

直接及
间接持
股比例
（％）

兼职
与公司
关联关

系

贺
财
霖

董事
长

男 １９４７年
０２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高
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职称，宁波市北仑区第
七、第八届人大常委 ，荣获中国百名行业创新
杰出人物 、全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中国民
营企业时代先锋人物、第二届中国经济百名
杰出人物 、浙江省民营企业英才、宁波市慈善
楷模、宁波市十大慈善之星 、宁波市劳动模

范 、十大风云甬商、北仑区最具社会责任感企
业家等称号。 曾任中国民营企业家联合会副
会长，浙江省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汽
摩配商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民营企业协会
副会长，北仑区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宁波市北
仑区霞浦电信零件厂厂长 ，宁波市北仑区霞
浦礁碶电配厂厂长，宁波市北仑汽车塑料风
扇厂厂长，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厂厂长、总经
理，群频电子及前身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制造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雪龙咨询执行董
事、总经理 ，雪龙有限董事长 、总经理、东泽发
展董事。 现任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内燃机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冷却风扇工作组组长，北仑
区高新技术企业促进会会长，雪龙股份董事
长，捷斯特总经理 ，宁波市北仑金石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江西鄱阳湖城国际旅游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７１．０８ ３３．０９

宁波市北仑
金石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江西鄱阳湖
城国际旅游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贺财霖
担任董
事、贺频
艳担任
监事的
公司

捷斯特总经
理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贺
频
艳

副董
事
长、
总经
理

女 １９７４年
１０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职称，宁波市北仑区第
九届人大代表。 曾任雪龙有限总经理 ，北仑
区第八届政协委员 。 现任浙江省汽摩配商会
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宁
波市民营企业协会副会长 ，雪龙股份副董事
长、总经理 ，雪龙进出口总经理，捷斯特执行
董事，长春欣菱执行董事、总经理，雪龙创新
中心监事，江西鄱阳湖城国际旅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监事。

７１．０８ ３０．００

江西鄱阳湖
城国际旅游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监

事

贺财霖
担任董
事、贺频
艳担任
董事、高
管的公

司

捷斯特执行
董事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雪龙进出口
总经理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长春欣菱执
行董事 、总

经理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雪龙创新中
心监事

发行人
全额出
资的单

位

捷斯特监事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雪龙进出口
监事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贺
群
艳

董
事、
副总
经理

女 １９７３年
３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
程师、经济师职称。 曾任宁波雪龙汽车风扇
厂出纳，群频电子及前身宁波雪龙汽车风扇
制造有限公司出纳，雪龙咨询出纳，雪龙有限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雪龙股份财务总
监 。 现任雪龙股份董事、副总经理，捷斯特监

事，雪龙进出口监事 ，长春欣菱监事。

７１．０８ ３０．００

长春欣菱监
事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张
佩
莉

董
事、
常务
副总
经理

女 １９６３年
７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工
程师、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任霞浦礁碶电配
厂会计，宁波市北仑汽车塑料风扇厂销售科
长 ，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厂销售科长，群频电子
及前身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制造有限公司销售
科长，雪龙有限副总经理，曾任北仑区第六届
政协委员 ，北仑区第六届、第七届党代表。 现
任雪龙股份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雪龙进出口
执行董事 ，雪龙创新中心理事长、香港绿源董

事。

７１．０８ ４．３２

雪龙进出口
执行董事

发行人
全资子
公司

雪龙创新中
心理事长

发行人
全额出
资的单

位

香港绿源董
事

持有发
行人５％
以上股
份的股

东

中国科学院
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
究所研究员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宁波市高晟
科技育成中
心理事长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宁波镇海高
晟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董
事、经理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宁波中晟科
技服务有限
公司执行董
事、经理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宁波高晟新
材料初创产
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经理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海德中材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宁波）
有限公司董

事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浙江泰先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宁波富理电
池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监

事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乌
学
东

独立
董事

男 １９７２年
１０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博士生导师。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讲师 。 现任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宁波市高
晟科技育成中心理事长，宁波镇海高晟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宁波中晟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宁波高晟
新材料初创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海德
中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宁波）有限公司董

事 ，宁波富理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浙
江泰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中科
毕普拉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雪龙股

份独立董事。

５．０１ －

宁波中科毕
普拉斯新材
料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竺
菲
菲

董事
会秘
书、
副总
经理

女 １９８７年
１２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任沁园集团大客户部经理助理 、慈溪
市社科院综合科科员、雪龙股份总经办主任，
现任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却风扇
工作组秘书、宁波市北仑区高新技术企业促
进会秘书长、雪龙股份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

理 。

３９．２４ ０．１０ 无 无

张
红
意

财务
总监

女 １９７１年
５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
济师、中级会计师、工程师。 曾任群频电子及
前身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制造有限公司会计 ，
雪龙有限财务经理，雪龙股份财务经理。 现
任雪龙股份财务总监，雪龙创新中心监事。

４３．０６ ０．１０ 雪龙创新中
心监事

发行人
全额出
资的单

位

石
芦
月

副总
经理

女 １９７４年
１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大专学历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
程师，长期在雪龙股份工作，曾任公司生产部
经理、质量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 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管理者代表 。

３９．５４ ０．０９ 无 无

段
耀
龙

副总
经理

男 １９７９年
８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
程师职称。 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宁波市
科技进步奖 、浙江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
果奖等。 曾任宁波恒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产
品开发工程师，宁波拓普减震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项目经理，宁波拓普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部经理，雪龙有限技术部经理 、总经理助
理。 现任宁波瑞驰机电有限公司董事 ，雪龙

股份副总经理。

３９．７９ ０．０９
宁波瑞驰机
电有限公司

董事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张
军
杰

副总
经理

男 １９６８年
１２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大专学历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
程师，长期在雪龙股份工作，曾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生产管理部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

３９．８９ ０．０９ 无 无

郑
岳
常

独立
董事

男 １９６５年
７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律
师 。 曾任宁波市柴桥中学教师 ，宁波市第二
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任浙江凡心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副主任，雪龙股份独立董事。

５．０１ －

浙江凡心律
师事务所合
伙人、副主

任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舒
国
平

独立
董事

男 １９６５年
１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
册会计师。 曾任宁波市财政局宁波会计师事
务所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副所长，宁波国信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江苏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波分所负责人，宁波

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６）独立董事，宁波国信联合会计师事务
所首席合伙人，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宁波力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江西扬泰建筑干粉有限公司董事 。
现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合伙人，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
事，宁波鄞州笃昌久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 ，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监事，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雪

龙股份独立董事。

５．０１ －

立信中联会
计师事务所
合 （特殊普
通合伙）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浙江国信工
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宁波鄞州笃
昌久信企业
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外部监事

除兼任
职务外
无其他
关联关

系

张
海
芬

监事
会主
席

女 １９７８年
１０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
任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厂出纳，维尔赛控股、群
频电子及前身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制造有限公
司出纳、人事部职员 ，雪龙有限人事部职员、
经营部经理 。 现任雪龙股份监事会主席、经

营部经理。

１９．７９ ０．０７ 无 无

张
义
魁

监事 男 １９７０年
１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
程师。 曾任霞浦礁碶电配厂任车间职员、主
任，宁波雪龙汽车风扇厂生产部副经理 ，宁波
雪龙汽车风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 ，
雪龙有限质量部副经理。 现任雪龙股份监

事 、质量部副经理。

１７．９１ ０．０５ 无 无

贺
皆
兵

职工
监事

男 １９７３年
９月

２０１９．９．２１
－

２０２２．９．２０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
任宁波市北仑区公安分局驾驶员，宁波禾昌
润滑油有限公司综合科主管厂长 ，雪龙有限
车队队长。 现任雪龙股份职工监事 、采购科

科长。

１３．９４ ０．０２５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联展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普
通合伙人

持有发
行人５％
以上股
份股东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股东为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贺

财霖、 贺频艳、 贺群艳及联展投资， 分别持有公司２６．６０％、２０．００％、１７．６８％、
１５．３６％、１５．３６％、５．００％的股份， 无持股超３０％以上的股东，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
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贺财霖、贺频艳及贺群艳为发行人的实际
控制人，贺财霖与贺频艳、贺群艳为父女关系，贺群艳、贺频艳为姐妹关系。 本
次发行前， 贺财霖、 贺频艳及贺群艳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９３．０９％的股
份，合计控制发行人９５．００％的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注：实际控制人贺财霖作为有限合伙人，直接持有联展投资２８．２４％的出资
额，同时，贺财霖与其配偶郑佩凤投资成立的广福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直接

持有联展投资０．０１％的出资额。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４，６７７，８２３．２３ ２８，２５４，９７５．９１ ３１，２９７，５０６．５３ １２，０６９，３６８．９３
应收票据 ２３，７２８，６２５．００ ６６，５３９，７６４．２６ ８８，２９５，４２３．５６ ６３，０７１，２２８．３８
应收账款 １２６，９９８，５２３．２２ ９２，０５９，０７７．５０ １０２，８１０，７３６．２０ １０２，３５６，６９４．９４
应收款项融资 ３４，９７１，９６１．１９
预付款项 １，９０８，８４１．１１ ２，１９９，３１９．５７ ６１４，３３２．４８ ８，９９９，８０１．８８
其他应收款 ２２５，６３３．９１ １９９，９４９．７９ ４７４，２１７．６５ ４５８，２１８．７０
存货 ５５，４３２，９０３．０２ ５４，０２６，３０９．３４ ４８，００６，９７４．１１ ４２，８８４，０８９．６２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７６，１７３．９６ ８２１，１７７．１４ ３，１７２，３３７．６０ １，８４６，１８７．４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８，３２０，４８４．６４ ２４４，１００，５７３．５１ ２７４，６７１，５２８．１３ ２３１，６８５，５８９．８６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１４１，６２５，８８５．４７ １４３，２９１，７２５．６３ １４４，８４５，９１３．９０ １０３，４４２，６７７．５３
在建工程 ５，８２４，７５８．３８ ５，６０９，４２６．８８ ５，６５６，２５７．７７ ７，３５０，４２７．３７
无形资产 １２，０７５，３８２．２４ １２，４１９，４３５．６７ １３，１２６，８３１．６１ １１，４６８，５８８．８１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１０７，０６３．９７ ６，４９７，６０６．８９ ８，１７３，６５０．８７ ８３２，８３６．３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８６７，４０５．５８ ９，４１８，９３４．３１ ７，４４０，０８１．３７ ６，４７２，１２０．３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５，９７２，２１０．０４ ４，５３０，８２０．００ ７４６，９６４．２０ ２，４４０，１６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０，４７２，７０５．６８ １８１，７６７，９４９．３８ １７９，９８９，６９９．７２ １３２，００６，８１０．４３
资产总计 ４４８，７９３，１９０．３２ ４２５，８６８，５２２．８９ ４５４，６６１，２２７．８５ ３６３，６９２，４００．２９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６，７１３，０９５．２３ ２２，７９３，７４５．７０ ２３，４６９，９１３．８２ １８，１２０，０５３．０６
预收款项 ６６２，３５０．４７ ４３６，８９０．２７ ４９４，２１５．８７ ５５７，０９６．５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８３９，８３９．１３ ８，７８９，０８６．４９ １１，０５０，４２６．４６ ９，３５０，０９９．１５
应交税费 ６，９４０，９０７．１９ １０，４２６，６１２．２０ ５，２５６，７０３．４４ １２，９６１，２５９．９２
其他应付款 ５４８，６８１．９９ ２０１，４５４．９０ １，８３８，３７５．２５ １，３０３，５６６．７２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２，７０４，８７４．０１ ６８，６４７，７８９．５６ １６１，６４９，６３４．８４ １８２，２９２，０７５．４３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１４，６６２，２２５．３３ １４，４０５，０４３．１０ １４，４１９，０２０．２６ ８，１６４，５７２．５７
递延收益 １２，７７８，７５５．２２ １３，９０６，５０８．００ ７，８４９，６０３．１４ ７，３５２，３００．７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７，４４０，９８０．５５ ２８，３１１，５５１．１０ ２２，２６８，６２３．４０ １５，５１６，８７３．２８
负债合计 ７０，１４５，８５４．５６ ９６，９５９，３４０．６６ １８３，９１８，２５８．２４ １９７，８０８，９４８．７１
所有者权益：

股本 １１２，３９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２，３９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２，３９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２，３９１，５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０，５２３，５９７．３２ ２０，５２３，５９７．３２ ２０，５２３，５９７．３２ ２０，５２３，５９７．３２
其他综合收益 － －４９７，６１５．２０ －２９１，０８６．２９
盈余公积 ４８，９２８，７１７．８６ ４８，９２８，７１７．８６ ３９，９１０，２５６．２９ ２９，４２１，１９６．４６
未分配利润 １９６，８０３，５２０．５８ １４７，０６５，３６７．０５ ９８，４１５，２３１．２０ ３，８３８，２４４．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３７８，６４７，３３５．７６ ３２８，９０９，１８２．２３ ２７０，７４２，９６９．６１ １６５，８８３，４５１．５８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７８，６４７，３３５．７６ ３２８，９０９，１８２．２３ ２７０，７４２，９６９．６１ １６５，８８３，４５１．５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４８，７９３，１９０．３２ ４２５，８６８，５２２．８９ ４５４，６６１，２２７．８５ ３６３，６９２，４００．２９

２、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１８３，６７８，６４１．６０ ３１９，２６５，２１６．８５ ３５５，５３７，９４６．４９ ２８４，０９７，０６８．６６

减：营业成本 ８３，５２７，２９４．６０ １４５，８５３，９４２．２９ １４７，１０７，１０７．５３ １１８，５２２，５３０．０２

税金及附加 ２，３２６，３５２．２３ ４，３０４，２９１．９７ ４，７３４，０７４．４６ ４，０６９，２６６．６３

销售费用 １５，８９１，６１３．５０ ２８，６０８，８８１．０７ ４０，８６８，９９９．１０ ２６，７３５，０６５．９４

管理费用 １４，２１５，０５７．３８ ２７，６４７，０９０．７６ ２８，９９５，００８．０１ ５１，８２４，９７７．９９

研发费用 ７，１４９，０３１．４１ １２，８９４，２８４．５２ １２，９２７，１３５．１８ １１，４７６，６５２．３２

财务费用 １，１４６，８３５．０７ ５，９９３，４７７．９１ ７，８８０，２０４．９１ ２，６６６，９６８．９３

其中：利息费用 １，２１８，８３７．５７ ５，５８４，３７４．０８ ７，７３６，４３８．４４ ４，１２９，２１０．１３

利息收入 ３７，７２２．８０ ７５，３４５．８８ ２８，６６０．８２ ６６，３１９．３２

加：其他收益 ３，５３１，６２２．６２ １０，６０３，２６９．１４ １１，７３４，８９９．９９ －

投资收益 － － － －

信用减值损失 －２，１８７，３８３．０４ － － －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２３，８６１．５７ －９２，９４６．１１ －１，８６５，６００．８３ －１，１０１，７５０．３７

资产处置收益 ３８０，２２３．１４ ２５６，９３４．７９ －４９，０２５．８３ －８９８，５５０．６９

二、营业利润 ６０，５２３，０５８．５６ １０４，７３０，５０６．１５ １２２，８４５，６９０．６３ ６６，８０１，３０５．７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６８，８７１．４３ ２７８，９５８．７７ ３０７，３０６．６５ ４，１２０，１４６．４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９０３，８９９．３６ ３１９，４２４．９９ ８１９，４０９．８７ ４，１１４，３６７．２１

三、利润总额 ５８，６８８，０３０．６３ １０４，６９０，０３９．９３ １２２，３３３，５８７．４１ ６６，８０７，０８４．９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８，９４９，８７７．１０ １３，３０３，９９２．５１ １７，２６７，５４０．４７ １５，６５５，４２３．０３

四、净利润 ４９，７３８，１５３．５３ ９１，３８６，０４７．４２ １０５，０６６，０４６．９４ ５１，１５１，６６１．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４９，７３８，１５３．５３ ９１，３８６，０４７．４２ １０５，０６６，０４６．９４ ５１，１５１，６６１．９６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 －２０６，５２８．９１ －８４５，７１２．５０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４９，７３８，１５３．５３ ９１，３８６，０４７．４２ １０４，８５９，５１８．０３ ５０，３０５，９４９．４６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１ ０．９３ ０．４６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１ ０．９３ ０．４６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１４６，９８３，８６１．９３ ３１６，８０４，２１４．８４ ３０８，１１１，４０７．４８ ２０６，０２９，５４５．５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９２，６１３．８４ ２，６３４，９９４．４８ １，１２７，８８１．５４ １，２４４，０３０．８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２，５３５，９９６．１６ １７，１２３，２１６．９８ １２，３４６，４８７．７１ ５，０９３，９３７．６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１５０，１１２，４７１．９３ ３３６，５６２，４２６．３０ ３２１，５８５，７７６．７３ ２１２，３６７，５１３．９８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５２，１１８，８３７．０６ ６９，８３９，３９６．２８ ７６，３４９，９９４．８５ ４７，５４３，２２６．２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３０，２９４，８１３．４６ ５１，３３６，４１２．４７ ４５，１２０，３５９．８５ ４１，９４２，５２５．７５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７，２７１，００２．２７ ４１，０５３，０５２．１６ ５７，８００，６２０．９８ ４５，２２３，６０７．４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１９，２１２，４３１．１２ ３７，５７８，２１６．５４ ４０，２２９，１４９．６３ ４３，８１３，３６１．１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１２８，８９７，０８３．９１ １９９，８０７，０７７．４５ ２１９，５００，１２５．３１ １７８，５２２，７２０．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１，２１５，３８８．０２ １３６，７５５，３４８．８５ １０２，０８５，６５１．４２ ３３，８４４，７９３．３５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 － ６６，３２７．８２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７９２，６１４．２７ ７５４，５００．００ ５１３，６６０．００ ２６，０７０，５１０．１３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 ９，５９８，０８８．０６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７９２，６１４．２７ ７５４，５００．００ ５１３，６６０．００ ３５，７３４，９２６．０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２１，２３４，４０５．９４ ９，６２７，４９１．２７ ５６，３２９，８８０．１８ ２２，４９０，８３７．７３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２１，２３４，４０５．９４ ９，６２７，４９１．２７ ５６，３２９，８８０．１８ ２２，４９０，８３７．７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０，４４１，７９１．６７ －８，８７２，９９１．２７ －５５，８１６，２２０．１８ １３，２４４，０８８．２８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６，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２１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６，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２１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８，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３９９，４９５．７７ ３７，４０７，７９４．９１ ６，００５，２６４．７９ １５４，３５２，７２５．９７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２２，３９９，４９５．７７ １８７，９４７，７９４．９１ ２１２，５０５，２６４．７９ ２２２，８２２，７２５．９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４，３９９，４９５．７７ －１３０，９４７，７９４．９１ －２６，４６５，２６４．７９ －５５，６１２，７２５．９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４８，７４６．７４ ８６，３５６．７１ －３４７，５２１．８５ －１７３，４５１．７３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１３，５７７，１５２．６８ －２，９７９，０８０．６２ １９，４５６，６４４．６０ －８，６９７，２９６．０７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１４，３０６，２６４．２３ ２７，８８３，４１６．９１ ３０，８６２，４９７．５３ １１，４０５，８５２．９３

４、财务指标
（１）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比率（倍） ６．０５ ３．５６ １．７０ １．２７

速动比率（倍） ４．７５ ２．７７ １．４０ １．０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１５．６３ ２２．３１ ４０．６４ ５４．１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３７ ２．９３ ２．４１ １．４８

无形资产（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
例（％） ０．４３ ０．５６ ０．８４ ０．２２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７，１５７．０２ １３，０１９．３２ １４，４９６．８９ ８，４４９．６３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５０．６６ １９．７５ １６．８１ １７．１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３．３５ ３．２８ ３．４７ ３．１４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０５ ２．８６ ３．２４ ２．８４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８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１９ １．２２ ０．８８ ０．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７９２．２５ ８，２５３．００ ９，５４８．６５ ７，３７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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