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报告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如下：

期间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
收益

稀释每股收
益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０６ ０．４４ ０．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５５ ０．４３ ０．４３

２０１８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８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８１ ０．７３ ０．７３

２０１７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８．１０ ０．９３ ０．９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７２ ０．８５ ０．８５

２０１６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２３ ０．６６ ０．６６

（３）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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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４４．５１ ２５．６９ －４．９０ －８９．８６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 ３７．５５ １８．５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３５３．１６ １，０６０．３３ １，１３５．９４ ３８８．９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 ３３．７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４０ －３０．９０ －８１．００ －３６４．４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０．５７ ２６．８５ ２９．７９ －２２．７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４９．７６ － －２，２４２．７９

小计 ２０７．６８ １，０３２．２１ １，１１７．３８ －２，２７８．６９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表示） ２６．１２ １４６．６１ １５９．４３ －２３．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１８１．５７ ８８５．６０ ９５７．９５ －２，２５５．６４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资产构成及其变化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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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８３２．０５ ５７．５６ ２４，４１０．０６ ５７．３２ ２７，４６７．１５ ６０．４１ ２３，１６８．５６ ６３．７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０４７．２７ ４２．４４ １８，１７６．７９ ４２．６８ １７，９９８．９７ ３９．５９ １３，２００．６８ ３６．３０

合计 ４４，８７９．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５８６．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４６６．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３６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３６，３６９．２４万元、４５，４６６．１２万元、４２，
５８６．８５万元及４４，８７９．３２万元，公司资产总额有所波动。 ２０１７年末，公司资产总
额上升９，０９６．８８万元，主要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均有所上升所致。 ２０１８年
末，公司总资产略有下降，主要由于对股东进行分红所致。 ２０１９年６月末，公司
总资产略有上升，受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增长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组成，流动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６３．７０％、６０．４１％、５７．３２％及５７．５６％，流动资产占比有所下降。

２、负债构成及其变化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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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短期借款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７．１１ ２，６００．００ ２６．８２ １１，９５４．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７０．７８
应付账款 １，６７１．３１ ２３．８３ ２，２７９．３７ ２３．５１ ２，３４６．９９ １２．７６ １，８１２．０１ ９．１６
预收款项 ６６．２４ ０．９４ ４３．６９ ０．４５ ４９．４２ ０．２７ ５５．７１ ０．２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８３．９８ ８．３３ ８７８．９１ ９．０６ １，１０５．０４ ６．０１ ９３５．０１ ４．７３
应交税费 ６９４．０９ ９．８９ １，０４２．６６ １０．７５ ５２５．６７ ２．８６ １，２９６．１３ ６．５５

其他应付款 ５４．８７ ０．７８ ２０．１５ ０．２１ １８３．８４ １．００ １３０．３６ ０．６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２７０．４９ ６０．８８ ６，８６４．７８ ７０．８０ １６，１６４．９６ ８７．８９ １８，２２９．２１ ９２．１６

预计负债 １，４６６．２２ ２０．９０ １，４４０．５０ １４．８６ １，４４１．９０ ７．８４ ８１６．４６ ４．１３
递延收益 １，２７７．８８ １８．２２ １，３９０．６５ １４．３４ ７８４．９６ ４．２７ ７３５．２３ ３．７２

非流动负债合
计 ２，７４４．１０ ３９．１２ ２，８３１．１６ ２９．２０ ２，２２６．８６ １２．１１ １，５５１．６９ ７．８４

合计 ７，０１４．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９５．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３９１．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７８０．８９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组成，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
在６０．００％以上，其中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是流动负债的主要内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１９，７８０．８９万元、１８，３９１．８３万元、９，６９５．９３
万元和７，０１４．５９万元，负债总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系短期借款、应付账款
和应交税费等变动所致。

２０１７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２０１６年末下降１，３８９．０６万元，主要为短期借款
有所下降。

２０１８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年初下降８，６９５．９０万元，主要原因为短期借款
下降９，３５４．００万元所致。

２０１９年６月末，公司负债总额较年初下降２，６８１．３４万元，主要原因为短期
借款、应付账款下降。

３、盈利能力分析
（１）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主营业
务收入 １７，８０５．３９ ９６．９４％ ３１，０６８．６９ ９７．３１ ３３，７１８．７９ ９４．８４ ２７，２１５．２４ ９５．８０

其他业
务收入 ５６２．４７ ３．０６％ ８５７．８３ ２．６９ １，８３５．０１ ５．１６ １，１９４．４６ ４．２０

合计 １８，３６７．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９２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５５３．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４０９．７１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９０％以上。 营业收
入变化主要由于主营业务收入变化引起。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部分原材料对
外销售产生的收入及废料处置收入。 公司废料主要为金属废料。 ２０１６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公司其他业务收入增加较高， 主要系对外销售部分原材料产生的收
入较高。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２３．９０％和下降７．８６％，存
在一定的波动。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商用车领域，主营业务收入变化与商用车
行业景气程度相关联。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我国商用车产品分别同比增长１３．８１％、
１．６９％，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基本匹配，增长率差异主要由于商用车
产量结构变化影响所致。

（２）营业成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的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主营业
务成本 ７，９０３．２３ ９４．６２ １３，９６０．３４ ９５．７１ １３，１３５．５３ ８９．２９ １０，８４５．３６ ９１．５０

其他业
务成本 ４４９．５０ ５．３８ ６２５．０６ ４．２９ １，５７５．１８ １０．７１ １，００６．８９ ８．５０

合计 ８，３５２．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８５．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７１０．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５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占比较高，主营业务成本的构成及变化基本
反映了营业成本的构成及变化。

（３）主营业务毛利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毛利
（万元）

比例
（％）

毛利
（万元）

比例
（％）

毛利
（万元）

比例
（％）

毛利
（万元）

比例
（％）

风扇总
成 ４，２５９．３３ ４３．０１ ７，０９１．６８ ４１．４５ ７，５９３．２３ ３６．８９ ６，０８４．４６ ３７．１７

离合器
风扇总
成

３，７５９．０８ ３７．９６ ６，８２５．５３ ３９．９０ ８，４３２．８１ ４０．９７ ７，０６６．０６ ４３．１７

汽车轻
量化吹
塑系列
产品

１，４０７．４１ １４．２１ ２，３８４．０２ １３．９３ ３，２７０．９３ １５．８９ ２，２１７．８４ １３．５５

其他 ４７６．３４ ４．８１ ８０７．１３ ４．７２ １，２８６．２９ ６．２５ １，００１．５２ ６．１２
合计 ９，９０２．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０８．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５８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６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产品的销售。 报告期内，公
司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１６，３６９．８８万元 、２０，５８３．２６万元 、１７，１０８．３６万元和９，
９０２．１６万元。 从主营业务毛利构成来看，报告期内，毛利主要来源于风扇总成、
离合器风扇总成等发动机冷却系统产品的销售， 占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８０％
左右。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贡献集中度较高且结构稳定。

４、发行人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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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０１１．２５ ３３，６５６．２４ ３２，１５８．５８ ２１，２３６．７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８８９．７１ １９，９８０．７１ ２１，９５０．０１ １７，８５２．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２１．５４ １３，６７５．５３ １０，２０８．５７ ３，３８４．４８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９．２６ ７５．４５ ５１．３７ ３，５７３．４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１２３．４４ ９６２．７５ ５，６３２．９９ ２，２４９．０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４４．１８ －８８７．３０ －５，５８１．６２ １，３２４．４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 １８，６０４．００ １６，７２１．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２３９．９５ １８，７９４．７８ ２１，２５０．５３ ２２，２８２．２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３９．９５ －１３，０９４．７８ －２，６４６．５３ －５，５６１．２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４．８７ ８．６４ －３４．７５ －１７．３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３５７．７２ －２９７．９１ １，９４５．６６ －８６９．７３

（一）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３，３８４．４８万元 、

１０，２０８．５７万元、１３，６７５．５３万元和２，１２１．５４万元。 ２０１７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较２０１６年度增加６，８２４．０９万元， 一方面由于公司销售收入增
长较快，另一方面公司当年度经营性应收回款金额较高，导致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长较快。 ２０１８年度，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３，６７５．５３万元，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３，４６６．９７万元，一方面公司回款有所加强，应收
账款及应收票据较２０１７年末减少３，２５０．７３万元； 另一方面，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开始
按照１６％税率缴纳增值税，公司缴纳税款支付的现金有所下降。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２，１２１．５４万元，相对偏低，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①公司对主要客户二季度的供货量有较大增幅，形成规模较大的处于信
用期内的应收账款，上半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相对较少；②２０１９
年１－６月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少，仅为２４０．３８万元，而公司２０１８年全年收到
的政府补助为１，６６６．０２万元；③公司支付给供应商的采购款、支付给员工的薪
酬有所增加，导致经营性应付款项减少。

（二）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１，３２４．４１万元、－５，

５８１．６２万元、－８８７．３０万元和－２，０４４．１８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入主要为处置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产生的现金流入；公司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购买固定资产。２０１７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５，５８１．６２万元，主要为购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所致。 ２０１８年度，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８８７．３０万元，主要为购买机器设备等固
定资产导致现金流出所致。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２，０４４．１８万元，主要由于部分募投项目投入资金、购买固定资产导致现金
流出所致。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５，５６１．２７万元、－２，

６４６．５３万元、－１３，０９４．７８万元和－１，４３９．９５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入主要为短期银行借款收到的现金；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偿还借款、
分配股利和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０１７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２０１６年度增加２，９１４．７４万
元，主要由于２０１７年度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度下降较
大。

２０１８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３，０９４．７８万元，主要
为偿还银行借款和支付现金股利流出现金较高，其中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
１５，０５４．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４３９．９５万元，其中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８００．００万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２，２００．００万元。

５、未来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发展趋势
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所处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容量，目前公

司主营业务经营业绩良好，预计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将保持持续向好趋势；通
过本次发行和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调整产品结构、
丰富产品种类，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的孕育将推动公司快速、稳定、可持续
发展。

（三）股利分配情况
１、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

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
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
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
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
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股东大会违
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
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
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２５％。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２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２、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股利分配情况如下：
２０１６年１月３０日，雪龙股份２０１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按公司

股东的持股比例，派发现金股利２３，６０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５日，雪龙股份２０１６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按公司

股东的持股比例，派发现金股利２，９９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雪龙股份２０１７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按公司股东的

持股比例，派发现金股利３，３７１．７５万元。 截至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公司本次现金分
红已实施完毕。

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公司向证监会申报首发申请文件之前，公司报告期内的股
利分配事项均已实施完毕。

３、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及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及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详见“第一节 重

大事项提示”之“七、利润分配”之“（二）发行人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四）发行人控股、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共有三家全资子公司及一家全额出

资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无参股公司， 原子公司香港庆捷盈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份注
销。 具体情况如下：

１、捷斯特
捷斯特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７９００９９９８０９，

住所为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黄山西路２１１号１０幢１号，法定代表人为贺频艳，注册
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５００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
围为：车用零件、模具及其原辅材料的检测，营业期限为长期。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持有捷斯特１００％的股权。
捷斯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８年度

总资产 ６５１．４９ ６３１．２５
净资产 ４９２．１９ ４２２．２５
净利润 ６９．９４ １９０．１２

注：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２、雪龙进出口
雪龙进出口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７９３００００

１８Ｋ，住所为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黄山西路２１１号，法定代表人为张佩莉，注册资
本和实收资本均为１５０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
资），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不含分销），营业期限为长期。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持有雪龙进出口１００％的股权。
雪龙进出口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８年度

总资产 ４６５．８７ ２９５．３９
净资产 ２５５．３１ ２４２．３３
净利润 １２．９８ １９．３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３、长春欣菱
长春欣菱成立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９１２２０１０１０５０５４３１１

８８，住所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善大街８９３号，法定代表人为贺频艳，注
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１，０００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汽车散热风扇总成及吹塑风道等汽车零部件
生产；汽车配件产品检测，汽车配件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营业期限为长
期。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持有长春欣菱１００％的股权。
长春欣菱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８年度

总资产 ３，７１０．３２ ３，５０３．４１
净资产 １，１４３．２６ ７３７，１７
净利润 ４０６．０９ ３３６．７３

注：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４、香港庆捷盈
香港庆捷盈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 英文名称为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ＲＵＥ

ＨＡＰＰ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公司编号为１６４２０９０，地址为香港九龙湾临兴
街３２号美罗中心一期１０１０室，业务性质为投资。香港庆捷盈注册资本为总款额
１２０万美元，已缴总款额１２０万美元。

香港庆捷盈自设立以来至注销前一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已于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注销。

香港庆捷盈２０１８年１－９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总资产 １，１６４．８１

净资产 １，１６４．８１

净利润 －６．４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５、雪龙创新中心
雪龙创新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９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５２３３０２０６ＭＪ８９９１

８６４Ｆ，住所为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黄山西路２１１号，法定代表人为张佩莉，开办资
金为５万元，业务范围为新材料的研发；汽车冷却风扇的研发；汽车风扇离合器
总成的研发。

雪龙创新中心系由公司出资设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合作举办方为中国
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雪龙创新中心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２０１８年度

总资产 ２２．９５ ２２．９５
净资产 ２２．９５ ２２．９５
净利润 －０．０１ －０．０４

注：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公司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轻重缓

急排列顺序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万

元）
项目核准 ／ 备案情况 环评文件

１
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
器风扇集成系统升级扩

产项目
２８，７４０．７９ ２８，７４０．７９ 甬经信投资备【２０１６】

０２７号
仑环建【２０１６】１６３

号

２ 汽车轻量化吹塑系列产
品升级扩产项目 ４，５５３．６９ ４，５５３．６９ 甬经信投资备【２０１６】

０２６号
仑环建【２０１６】１６２

号

３ 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１１，７７８．５２ ９，８５６．５９ 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赋码）信息表

仑环建【２０１８】２１０
号

４ 补充运营资金和偿还银
行贷款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合计 ５５，０７３．００ ４３，１５１．０７ － －

若募集资金不足， 由公司根据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如果本次募集资金到
位前，公司需要对上述拟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则公司将用自筹资金投入，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出上述自筹资金。

发行人已使用自有资金对上述部分拟投资项目以自有资金进行先期投
入，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发行人在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集成系统升
级扩产项目与汽车轻量化吹塑系列产品升级扩产项目已合计投入资金累计
５，０８２．３４万元。

二、项目发展前景
（一）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集成系统升级扩产项目
该项目拟在原有厂房基础上进行地平基础设施改造 ， 建筑总面积８，

２００．００ｍ２。同时，从日本、德国、美国等地区引进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与装配
设备，通过集中供料、自动生产、自动检测、自动装配等工序实现产品生产全过
程的自动化升级，提升各环节的流畅性，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工成本。

该项目达产后， 公司将新增年产１５万套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集
成系统的生产能力，突破产能瓶颈，满足下游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通过
此次生产工艺的更新升级，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为公司业务
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汽车轻量化吹塑系列产品升级扩产项目
该项目拟对吹塑车间进行升级扩产， 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对生产线

进行自动化升级。 项目达产后，公司将新增年产值约为５，０００．００万元汽车轻量
化吹塑系列产品的生产能力。同时，通过生产工艺的更新升级，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三）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将通过建设１２，９６０．００ｍ２研发技术中心大楼，完善公司研发技术中

心设备配置，引进优秀的技术人才，对行业前瞻性技术进行研究，强化公司产
品实验检测能力。

该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提升公司自主研发能力、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实验
检测能力， 切实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 有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地
位。

（四）补充运营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新产品研发等对运营资金的需求， 增强公司抗风

险能力，本次拟使用不低于６，０００万元募集资金补充运营资金；为优化公司融
资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公司拟使用不超过４，０００万元募集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一直专注于风扇总成产品、 离合器风扇总成产品及汽车轻量化塑料

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备塑料改性、模具制造、冲压、锻打、机加工、吹塑、注
塑等全流程生产能力。公司作为国内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的主要生产商
之一，在国内商用车冷却系统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但
若未来同行业相关竞争对手不断增效降本、扩大产能，则公司将面临市场竞争
加剧导致的经营风险。

（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分

别为１８，９９６．７５万元、２４，０７０．５６万元、２１，８１３．１４万元及１２，７７５．４５万元， 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６６．８７％、６７．７１％、６８．３３％及６９．５５％， 客户集中度较高且
在报告期内占营业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 主要系公司下游行业集中度较高所
致。 目前，公司已经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服务水平，与一汽集团、东风
集团、东风康明斯、玉柴集团、北汽福田等整车及发动机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整车及发动机厂商较高的供应商准入壁垒，进一步增
进和强化了这种合作关系，未来终止合作的可能性很低。 尽管如此，客观上仍
然不能完全排除前述客户与公司终止合作的风险，一旦终止合作的情形发生，
短期内公司将面临订单减少进而导致收入和利润水平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一汽集团的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４１．９４％、４１．７９％、３６．２８％及３７．９１％，比例较高，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
与一汽集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或者一汽集团自身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将会
给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核心技术失密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发行人的工艺技术包括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技术及非专利技术，其中，非专

利技术主要是在生产实践中发行人积累沉淀的各种生产经验与工艺配方，如
塑料改性配方、改性环境的控制等。 目前，发行人对部分核心技术采取了极为
严密的保密措施，并严格执行；对关键生产环节实行工序隔离，各类产品的核
心技术分人保密管理，将核心技术失密风险加以有效控制。考虑到发行人部分
技术特别是工艺配方难以通过专利保护，依赖于发行人的保密机制来保护，若
发行人保密机制未能有效运作，或保密措施未得到严格执行，发行人仍将面临
技术失密的风险。

（四）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本次发行前上述实际控制人

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９３．０９％的股份，控制权集中度较高，本次发行后实际
控制人控股的股权比例依然较高。公司十分注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目前已
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相互制衡、科学规范的内部控
制体系。其中，董事会７位成员中独立董事占３位，起到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尽
管如此， 公司股权的集中仍然可能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凭借其控制地位在人事
任免、生产和经营等决策中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控制不当将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及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其他股东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五）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６年末、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及２０１９年６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

别为１０，２３５．６７万元、１０，２８１．０７万元、９，２０５．９１万元及１２，６９９．８５万元，占同期末
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４４．１８％、３７．４３％、３７．７１％及４９．１６％。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末，账
龄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约为９９．３７％。

公司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 虽然报告期内未发生大额坏账损
失，但如果公司主要客户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或者经营情况和商业信用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则公司应收账款产生坏账的可能性将增加，从而给公司的生产
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六）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高，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１－

６月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６０．１５％、６１．０４％、５５．０７％及５５．６１％。 公司毛利率较高
既得益于公司产品本身兼具高技术含量以及定制化、差异化的特性，也得益于
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格局带来的高产品定价以及全流程生产带来的交易成本节
约。但如果未来下游客户产品升级换代对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等产品的
技术规格、功能特性等提出全新的要求，致使公司为研发出符合客户的定制化
产品的研发投入和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可能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此外，若未
来行业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导致产品定价水平显著下降， 或者全流程生产的直
接成本急剧增加，则公司毛利率将存在下降的风险。

（七）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塑料基料、铝压铸及钢材等。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６月，塑料

基料、钢材市场价格存在一定波动，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铝压铸市场价格逐
年上升，虽然２０１８年末以来主要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调，但是２０１８年各类原材料
价格总体保持高位震荡。公司主要原材料在生产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如果
主要原材料价格未来持续大幅上涨，公司生产成本将显著增加，因此公司存在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经营风险。

（八）技术进步落后导致竞争能力下降的风险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 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研发平台和创新

体系，具备与整车制造商同步研发的能力；同时，公司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了
多项专有技术和生产工艺，形成了特有的技术优势。但如果未来公司不能与时
俱进提高研发水平， 则将面临不能满足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要求所带来的
技术风险，以及现有核心技术被国际、国内市场上其他技术替代、淘汰的风险。

（九）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

为３９．７７％、４８．１０％、３０．７９％及１４．０６％。 本次计划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３，７４７
万股，拟募集资金５５，０７３万元，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由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和达产期， 项目投产前不会带来直接经
济效益。 因此，本次发行若在项目投产前完成，预计公司发行当年净利润增长
幅度将小于净资产增长幅度，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十）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取得了由宁波市科学技术局、宁波市财政局、浙江省宁

波市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宁波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
效期三年，有效期满后需要重新认定。若未来重新认定未获通过或国家有关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发生变化， 公司将不能继续享受企业所得税减按
１５％计缴的税收优惠，导致公司税负水平提高，进而对公司净利润造成一定的
不利影响。

（十一）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产品主要用于商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等

配套的柴油发动机，汽车轻量化塑料件则广泛应用于商用车及乘用车。汽车工
业以及内燃机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是当前
国家重点鼓励和扶持的行业， 但如果未来因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导致鼓励汽车
及内燃机生产的政策发生调整，进而抑制汽车或内燃机产能，将会较大地影响
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

（十二）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内燃机汽车的市场风险
公司的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产品主要配套传统内燃机，对于纯电动

机的移植配套可能性较低。 近年来，为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搭载纯电动机的
新能源车型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产量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从整个汽车行业来看，２０１８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１２９．６万辆，占当年汽车总产量的４．６３％，覆盖率较低，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纯电动汽车产量占比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从商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的
细分领域来看，长距离、大功率作业的基本功能需求，从技术层面加大了纯电
动机对传统内燃机的替代难度， 预计细分领域内纯电动车的产量占比将持续
低于整个汽车行业的平均水平。 但如果未来搭载纯电动机的新能源商用车型
的研制和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替代搭载传统内燃机的车型，则可能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十三）募投项目的市场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当前业务的升级扩产， 产品目标市场与现有客户

群体高度重合，预计新增产能市场推广压力较小。但如果未来出现对公司不利
的环境变化、产业政策变化，公司可能面临募投产品推广不畅，产能无法及时
消化的市场风险。

（十四）经济周期性波动与汽车相关产业发展状况影响的风险
汽车行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周期性调整都会对汽车的生产与销售产生较大影响。 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
时，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宏观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汽车产业发展放缓。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风扇总成、 离合器风扇总成以及汽车轻量化塑料
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客户基本为国内外知名商用车整车和发动机生产厂
商，因此公司的业务也间接受到汽车行业周期性波动的风险影响。当宏观经济
下行为汽车行业带来不利影响时，公司客户存在收缩生产规模、减少订单量的
可能，从而为公司带来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导致的不确定性。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１、采购合同
（１）原材料采购合同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原材料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供应商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期限 合同金额
（万元）

１ 上海人本车用轴
承有限公司

购买轴承等产
品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框架合同

２ 宁波成莱特汽配
有限公司

购买铝压铸等
产品 ２０１８．１２．２９ ２０１８．１２．２９－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框架合同

３ 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尼龙切片 ２０１９．５．２１ ２０１９．５．２１－２０１９．５．３１ ５６４．００

４ 宁波东申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铝压铸 ２０１９．１．１ ２０１８．１２．２９－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框架合同

（２）设备采购合同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设备采购合

同如下：
序号 供应商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万元）

１ 宁波 精 蔚 特 智 能 装
备有限公司

主动轴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２套 、
壳体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１套 、前
盖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１套、 主动
板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１套

２０１８．０６．１５ ２，１８０．００

２ 宁波 科 勒 迈 机 械 有
限公司 离合器自动装配线 ２０１８．０７．０３ ５９４．００

３ 宁波 精 蔚 特 智 能 装
备有限公司

购买壳体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３
套；前盖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３套；
主动板机加工自动化生产线２套

２０１９．０１．２８ ３，６８２．２４注

注：因２０１９年４月起增值税税率调整，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对所购设备涉及
增值税税率从１６％调整为１３％，合同金额相应调整。

２、销售合同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
号 客户 合同名称 销售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期限 金额

（万元）

１
一 汽 解 放
汽 车 有 限
公司

《零部件采购合
同》

空调出风管、发动
机进气管、风扇总
成、 风扇护风罩、
膨胀水箱等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５日起１年，
期限届满自动续展１

年，最长为５年，除非一
方按约定提出终止合

同

框 架 合
同

２
一 汽 解 放
青 岛 汽 车
有限公司

《零部件采购合
同》

风扇总成、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电
控硅油离合器风
扇总成等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有效
期５年，期限届满后继
续供货且双方均无异
议则合同仍然有效

框 架 合
同

３
昆 明 云 内
动 力 股 份
有限公司

《 物 料 采 购 合
同》？

风扇总成、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推
力风扇总成等

２０１９．２．２８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

框 架 合
同

４
东 风 商 用
车 有 限 公
司

《东风商用车有
限公司２０１９年零
部件采购合同清
单》

风扇总成、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进
气管等

２０１９．１．１１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

框 架 合
同

５
广 西 玉 柴
机 器 股 份
有限公司

《产品买卖合同》

风扇总成、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电
控硅油离合器风
扇总成

２０１８．０９．２７

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限届满
后继续供货且双方均
无异议则合同仍然有

效

框 架 合
同

６

一 汽 解 放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公司

《零部件采购合
同》

发动机进气管、风
扇总成、风扇护风
罩、膨胀水箱等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

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１年，
期限届满自动续展１

年，最长为５年，除非一
方按约定提出终止合

同

框 架 合
同

７
东 风 康 明
斯 发 动 机
有限公司

《供应链协议 》、
《采购协议》

风扇总成、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电
控硅油离合器风
扇总成

２０１８．０９．３０ 自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至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框 架 合
同

８
上 海 柴 油
机 股 份 有
限公司

《配套件采购协
议》

风扇总成、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电
控硅油离合器风
扇总成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

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３１日， 期限届满
后 继续 供 货且 双 方 均
无 异议则 合 同 仍 然 有
效

框 架 协
议

９
潍 柴 动 力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采购协议》 风扇总成、离合器
等 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
框 架 协
议

１０
东 风 柳 州
汽 车 有 限
公司

《商用车零部件
采购合同》

风扇总成、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电
控硅油离合器风
扇总成等

２０１９．０６．２８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限届满
后继续供货且双方均
无异议则合同仍然有

效

框 架 协
议

１１

北 汽 福 田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诸 城 汽 车
厂

《汽车零部件（及
材辅料） 采购合
同书》

硅油离合器风扇
总成、双速硅油离
合器风扇总成等

２０１９．４．２７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

框 架 协
议

１２

北 汽 福 田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诸 城 奥 铃
汽车厂

《汽车零部件（及
材辅料） 采购合
同书》

硅油离合器风扇
总成、风扇总成等 ２０１９．４．２７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
框 架 协
议

３、借款合同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
号 贷款人名称 合同编号 金额 用途 利率 期限 担保情况

１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０
０００３６７ ８００ 购买材

料

浮动利率：根据每一周
期约定的ＬＰＲ加或减一
定点差确定，并按周浮
动。 本合同项下，利率
调整以３个月为一个周
期，点差减３９．５ｂｐ，点差
在借款期限内保持不变

２０１９．０
１．１１至
２０２０．０
１．１０

《最高额抵押
合同》（编号

８２１００６２０１７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２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０
０１０４３２ ４００ 购买材

料

浮动利率：根据每一周
期约定的ＬＰＲ加或减一
定点差确定，并按周浮
动。 本合同项下，利率
调整以３个月为一个周
期，点差减３９．５ｂｐ，点差
在借款期限内保持不变

２０１８．１
２．２６至
２０１９．１
２．２５

《最高额抵押
合同》（编号

８２１００６２０１７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４、抵押及质押合同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正在履行的抵押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 抵押权人 合同编号 被担保最高

债权额 期限 对应借款合同编号

１
最高额
抵押合

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分行

８２１００６２０１７００
０１０７７ ５，８６２ ２０１７．０６．０６

－２０２２．０６．０５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３６７、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００１０４３２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没有正在履行的质押合同。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

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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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群艳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最近三年内不
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
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有关的各方当事人
（一）发行人：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法定代表人： 贺财霖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６８０５２００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６９９５５２８
联系人： 竺菲菲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ｅｔ．ｃｎ
电子信箱： ｘｕｅｌｏｎｇｇｕｆｅｎ＠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ｅｔ．ｃｎ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２６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电话： （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 杜俊涛、崔海峰

项目协办人： 徐亮庭

其他成员： 毛剑敏、俞琦敏、高嵩

（三）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９６８号嘉地中心２３层
负责人： 李强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３３２０
经办律师： 孙立、乔营强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１３６６号华润大厦Ｂ座

负责人： 王国海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会计师： 缪志坚、俞金波

（五）评估机构一：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０１ 室

负责人： 俞华开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４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８２６
经办评估师： 潘文夫、章波

（六）评估机构二：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１６３０ 号 ４ 幢 １４７７ 室

负责人： 梅惠民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５５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５５８
经办评估师： 庄庆贤、佘敏

（七）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６号中国保险大厦３６楼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八）股票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九）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一支行
户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０９００１６７４６４２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各中介机构及
其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
他权益关系。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１、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刊登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
２、初步询价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
３、发行公告刊登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
４、网上、网下申购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
５、网上、网下缴款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
６、预计股票上市日期：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地点查阅招股意向书全文和有关备查文件。
一、文件查阅地址
１、发行人：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２１１号
联系人：竺菲菲
电话：（０５７４）８６８０５２００
传真：（０５７４）８６９９５５２８
２、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２６号广发证券大厦
联系人：毛剑敏、徐亮庭、俞琦敏、高嵩
电话：（０２０）６６３３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６：００。
三、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披露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1日

2020年 1 月 21 日 星期二
制作 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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