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汽车领域精密金属零部件
公司汽车类零部件主要应用于安全、电子电器、动力以及底盘系统。

３、电力电气领域精密金属零部件

（三）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采取直销模式，客户主要为全球知名的移动通信主设备商、电子

制造服务商以及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等，这些客户在选择配套供应商时，均具备
一套严格的质量管理认证体系。 公司在通过客户的研发、制造、管理等多个环
节的综合审核后才能成为合格供应商。成为合格供应商后，公司在合作过程中
需要持续达到工艺、质量、技术、交付等高要求，方能成为客户的核心类供应商
并与之建立长期合作。

公司在获得客户的供应商资质认证后签订框架协议， 物流部根据销售预
测及客户或客户指定供应商的订单制定长 ／短期采购、排产计划，制造完成后
向客户或客户指定供应商交货。 公司客户主要为诺基亚、爱立信、敏实、哈曼、
采埃孚天合、大陆、麦格纳等跨国集团，这些客户在国内外多个地区设立了分
支机构或生产基地，因此公司在销售商品过程中，需要向客户的分支机构或根
据客户指定地点交货。

在新客户开发方面，公司主要产品为精密金属零部件，下游行业客户多为
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采取“点对点”的客户发展策略，制定目标潜在客户开发策
略。实际运营过程中，市场营销部负责寻找并联系、接触潜在客户，挖掘客户对
于精密金属零部件产品的需求， 并与技术研发部和工程部合作针对技术和工
艺形成可行性分析。 公司通过潜在客户现场考察和共同设计方案探讨达成一
致后，制造提供样品并进行报价。公司开发新客户主要通过主动搜索潜在客户
信息并直接联系和老客户的推荐等。

（四）主要原材料的需求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采购原材料主要为金属原料、外购件及辅料等。 公司

金属原材料主要包括钢材、不锈钢、铜材、铝材等；外购件主要为公司外购的各
种金属零配件；辅料主要包括包材、治具等。

（五）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司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主要从事移动通信、汽车、电力电气等行业精密金属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服务。公司产品主要采用冲压、冷镦、机加工等金属成型技术，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以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公司所属行业为金属制品业（Ｃ３３）；从主要应用领域来看，公司所属行业为汽
车制造业（Ｃ３６）中的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Ｃ３６６０），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Ｃ３８） 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４）中的紧固件制造（Ｃ３４８２）。

１、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金属零部件行业内企业数量较多， 根据同花顺ｉＦｉｎｄ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８年末，全行业企业数量近２．４万家。 行业内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
和环渤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上述区域集中了全国超过８０％的金属产品
制造企业。 行业内专业从事金属制造服务的企业多为民营类企业， 其资金实
力、技术装备及生产工艺等综合性实力偏弱，行业内企业平均年收入约为１．４
亿元，行业集中度不高，我国尚未形成精密金属制造行业绝对龙头企业。

目前，行业内大部分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生产制造实力，但总体的技术水
平、研发能力与国外企业相比存在滞后的情况。行业内另有部分企业拥有先进
的技术以及管理，且资金实力较强，能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随着下游
客户对制造技术和研发水平要求的提高，该部分企业的市场份额将逐步扩大，

行业集中度将有所提高。
精密金属制造服务于众多下游领域，服务不同下游行业领域的金属制造企

业间竞争较少，此外，服务同一领域的金属制造企业的竞争程度随着金属零部
件精密度要求的提高而降低。 行业内，能够满足一般精密度制造要求的企业较
多，但是，高精度、高稳定性的金属制造则需要大量资本进行前期的机器设备等
固定资产投资，且还需要具备丰富行业经验和较强设计能力的专业研发及管理
团队。行业内能够满足上述人力、物力要求的企业有限，而下游行业对于精密金
属零部件的需求逐年提升，因此，市场竞争随着产品要求的提高而降低。

２、发行人竞争地位
公司是一家具有模具设计、研发和生产能力的移动通信、汽车、电力电气等

领域金属零部件供应商，公司以模具开发、冲压工艺设计为核心技术；以级进模
为模具研发方向；应用先进的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贯穿开发生产全过程；并辅
以专业的流程设计、高效的管理体系和良好的成本控制，从而具备客户认可的
研发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公司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３０
项，实用新型专利５８项；公司１８件产品被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产
品。另外，公司还获批组建了江苏省紧固件冷镦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苏州市
高精拉伸模具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及子公司新凯精密均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的模具开发、工艺设计等研发实力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已通过多家知名的跨国移动通信主设备商、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和电
子制造服务商的认证，并与之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移动通信行业
制造主要服务于诺基亚、 爱立信两家全球移动通信主设备商以及伟创力、捷
普、新美亚等知名电子制造服务商；汽车行业制造主要服务于敏实、哈曼、采埃
孚天合、大陆、麦格纳等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企业。 公司凭借优质的产
品、快速的反应取得了采埃孚天合最佳交付奖、诺基亚铱金（Ｉｒｉｄｉｕｍ）供应商、
斯凯孚优秀供应商等荣誉。

精密金属零部件因种类繁多、配套体系不同，无法准确统计，权威统计部
门或相关行业协会也未发布该等零部件市场统计数据， 因此公司无法获得准
确的市场占有率统计数据。

公司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４５，６５７．６６万元 、５５，９０５．１５万元和
５９，０７７．６７万元，销售规模增长率达到３２．６９％、２２．４４％和５．６７％。公司凭借产品品
质、研发工艺等优势，销售规模增长速度则领先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近年来，公
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销售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产品类别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收入 增长率 收入 增长率 收入

欣天科技
（３００６１５） 移动通信金属

零部件
２３，６４９．２５ １．６４％ ２３，２６８．４８ －３．３６％ ２４，０７７．９６

瑞玛工业 ２５，３５６．８８ －５．４６％ ２６，８２０．２１ １１．６８％ ２４，０１５．７２
爱柯迪

（６００９３３）
汽车金属零部

件

２３８，１７６．５７ １４．６４％ ２０７，７５８．２６ ２１．４０％ １７１，１２９．００

华达科技
（６０３３５８） ３８５，８２６．８４ ２５．３７％ ３０７，７５６．３８ １８．２３％ ２６０，２９８．６５

瑞玛工业 ２２，２５４．３６ ２２．０３％ １８，２３６．５４ ４３．７１％ １２，６９０．００
华亚智能 电力电气等专

用设备金属零
部件

－ － １０，６４０．５１ ３３．８８％ ７，９４７．８５

瑞玛工业 ７，３２３．３８ －４．０４％ ７，６３１．８１ １７．５４％ ６，４９３．１１

注：同行业公司中华亚智能未披露２０１８年度数据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欣天科技、爱柯迪和华达科技为专攻某一细分领域的

精密金属零部件制造企业，而公司与华亚智能均服务于下游多个领域，服务的
下游领域均有供应商认证、质量体系认证等要求，这些要求构成了新进企业技
术壁垒、认证壁垒，亦是行业利润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欣天科技在移动通信领域与公司的销售收入处于同一规模水平，不同的是：
公司注重元器件、结构件及紧固件等产品的配套性，而欣天科技专注于元器件产
品制造，从产品相似度、销售规模和客户构成等方面来看，公司与欣天科技的市场
占有率相近。 公司与爱柯迪和华达科技两家专注于汽车零部件制造的企业相比，
受到服务下游领域多样性影响，销售规模或市场占有率低于该两家企业。

随着公司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研发投入、同步设计开发能力和管理水平的
不断进步及提高，下游行业对公司各类产品的需求加大，同时公司将加大各个产
品线对现有客户的渗透程度，并逐步开拓新客户，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五、与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商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自核准注

册之日起计算。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拥有１０项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４项，面积合计８１，４７２．５５平方

米。
序号 使用权人 证书号码 坐落地址 面积（㎡） 权属终止日期

１ 瑞玛工业 苏（２０１８）苏州市不动产权第
５０９８１２１号

浒青路南、永莲路东、牌永
河北 ２３，５１１．９０ ２０６５．０８．２０

２ 瑞玛工业 苏（２０１８）苏州市不动产权第
５１１８５８１号 道安路南、永莲路西 ２６，６４０．００ ２０４８．１１．１１

３ 全信金属 苏新国用（２０１０）第０２１８２５号 浒晨路２８号 １１，３２１．３０ ２０５５．０９．０６

４ 新凯精密 苏工园国用（２００６）第００２２２号 园区胜浦分区苏胜路南
４４３２７号地块 １９，９９９．３５ ２０５６．１０．２４

（三）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共拥有取得权证的生产经营用房产共２处，面积

合计２４，６７６．９９平方米，具体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证书号码 坐落地址 建筑面积（㎡） 用途

１ 全信金属 苏房权证新区字第００１５０２１４号 浒晨路２８号 ８，４６８．６７ 生产经营

２ 新凯精密 苏房权证园区字第００５２７７７８号 苏州工业园区佳胜路３６号 １６，２０８．３２ 生产经营

（四）专利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拥有８８项专利授权，其中发明专利３０项，实用新

型专利５８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有效期 法律状态 专利权人

１ 发明 卡式螺母组装自动化装置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４１０９６９．２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２０３１．１２．１１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２ 发明 通讯柜盖板铆钉安放自动
化装置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１４３１３．２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３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 发明 一种自动送料、 攻牙以及
切料装置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１１６４６．Ｘ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３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 发明 拉深类产品无料带运送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３５０５４．６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２０３４．０５．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 发明 全自动分度盘压铆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４１６５８５．Ｘ ２０１５．０７．１６－２０３５．０７．１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６ 发明 自动放铆钉装置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４１８８１１．８ ２０１５．０７．１６－２０３５．０７．１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７ 发明 一种冲压模具内向上侧冲
及废料推出机构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４１８５８５．３ ２０１５．０７．１６－２０３５．０７．１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８ 发明 一种铆钉防翻自动送料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５４１２８９．７ ２０１６．０７．１２－２０３６．０７．１１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９ 发明 冲压产品模内铆接自动化
设备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５４１２８８．２ ２０１６．０７．１２－２０３６．０７．１１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１０ 发明 自动化组装装置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０８７２５．８ ２０１６．０７．２９－２０３６．０７．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１１ 发明 多孔位模具侧冲装置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０８１６９．４ ２０１６．０７．２９－２０３６．０７．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１２ 发明 一种压铆螺母的加工工艺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１９２９０．３ ２０１０．０３．０８－２０３０．０３．０７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１３ 发明 一种调节活动螺母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４３８．７ ２０１０．０３．１０－２０３０．０３．０９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１４ 发明 一种地脚螺栓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４３４．９ ２０１０．０３．１０－２０３０．０３．０９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１５ 发明 一种盲孔内螺纹无屑清洗
方法及其清洗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１５７５７．４ ２０１０．０７．０１－２０３０．０６．３０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１６ 发明 一种与门平齐的锁组合件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１７４４１．３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２０３１．０７．３１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１７ 发明 一种拉铆结构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５４００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３１－２０３１．０８．３０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１８ 发明 一种台阶型产品退料顶针
接料主模结构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８５２３１．２ ２０１２．０８．１３－２０３２．０８．１２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１９ 发明 一种滑动式弹簧冲模顶出
机构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８５１８５．６ ２０１２．０８．１３－２０３２．０８．１２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０ 发明 一种后置弹簧滑动模结构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８５１８４．１ ２０１２．０８．１３－２０３２．０８．１２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１ 发明 一种镶嵌组合冲模结构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３２６０３７．４ ２０１２．０９．０６－２０３２．０９．０５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２ 发明 一种内置可调式整体防后
沉主模结构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３２６０３６．Ｘ ２０１２．０９．０６－２０３２．０９．０５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３ 发明 一种主模异步退料顶出机构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０２９７１８．９ ２０１３．０１．２８－２０３３．０１．２７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４ 发明 一种超越式切边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７２３８８．６ 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２０３３．０６．３０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５ 发明 一种棘爪落料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５４３８５１．６ ２０１３．１１．０６－２０３３．１１．０５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６ 发明 一种带有笼式脱料管的模
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５４３４７２．７ ２０１３．１１．０６－２０３３．１１．０５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７ 发明 一种销轴冷镦成型后裁切
法兰大外圆的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６０４５０９．７ ２０１４．１１．０３－２０３４．１１．０２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８ 发明
一种安全带传动轴冷镦工
艺及成型传动花齿的模具
结构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７１１４４９．９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２０３４－
１１．３０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２９ 发明 一种汽车门锁轴的冷镦成
型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７１１２２１．Ｘ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２０３４－

１１．３０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３０ 发明 一种陶瓷螺钉的冷镦成型工
艺及拉伸内梅花的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８０３７９２．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１９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３１ 实用
新型

一种折弯与脱料机构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０８６１０．９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２ 实用
新型

一种冲压模具内攻牙装置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０８６７６．８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３ 实用
新型

一种腰形孔攻牙丝锥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０８６０９．６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４ 实用
新型

一种冲压模具的浮升导料
装置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０８９３３．８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５ 实用
新型

一种批量压铆模具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０８６０８．１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６ 实用
新型

一种废料排出装置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１２３３７．７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７ 实用
新型

一种能够快速拆装的拉深
结构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１２３３６．２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８ 实用
新型

高精度多铆钉自动检测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２８３４３８．０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２０２４．０５．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３９ 实用
新型

汽车安全卡扣翻边成型模
具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２８３４４０．８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２０２４．０５．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０ 实用
新型

漏铆错铆检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２８３４６４．３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２０２４．０５．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１ 实用
新型

一种冲压产品连杆式自动
出料装置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０８３８３０．５ ２０１５．０２．０６－２０２５．０２．０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２ 实用
新型

一种冲压产品推拉式自动
出料装置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０８６６７９．０ ２０１５．０２．０６－２０２５．０２．０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３ 实用
新型

一种自动化组装机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５１７０５３．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６－２０２５．０７．１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４ 实用
新型

高速自动化多型号通讯盖
板铆钉安放装置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５１７４３６．８ ２０１５．０７．１６－２０２５．０７．１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５ 实用
新型

一种自动夹取产品的机械
手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５１７５３４．１ ２０１５．０７．１６－２０２５．０７．１５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６ 实用
新型

一种铆钉内孔检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７１３３８７．Ｘ ２０１６．０７．０８－２０２６．０７．０７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７ 实用
新型

多型号铆钉管道吹气式送
铆自动化装置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８０９０１２．３ ２０１６．０７．２９－２０２６．０７．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８ 实用
新型

恒力压铆装置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８１０１９１．２ ２０１６．０７．２９－２０２６．０７．２８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４９ 实用
新型

伸缩式链条传送装置 ＺＬ２０１７２０９４５１９９．４ ２０１７．０７．３１－２０２７．０７．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０ 实用
新型

丝锥检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１８８１９０．Ｘ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２０２７．０９．１４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１ 实用
新型

传递模中的斜滑块浮料导
正机构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１８４５２６．５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２０２７．０９．１４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２ 实用
新型

机械手拿取产品自动化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１８４５１８．０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２０２７．０９．１４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３ 实用
新型

铆钉防翻输送装置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１８８１８９．７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２０２７．０９．１４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４ 实用
新型

三次元机械手移送设备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１８４９６４．１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２０２７．０９．１４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５ 实用
新型

三次元模内传递机械手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１８４９６５．６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２０２７．０９．１４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６ 实用
新型

旋转检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４１６２２６．Ｘ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２０２８．０８．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７ 实用
新型

拉深机构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４１６１９９．６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２０２８．０８．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８ 实用
新型

推料检测装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４１６１９６．２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２０２８．０８．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５９ 实用
新型

三次元模内传递机械手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４１９８４５．４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２０２８．０８．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６０ 实用
新型

连杆压铆机构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４１６２９６．５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２０２８．０８．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６１ 实用
新型

丝杆传动装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４１９６７５．Ｘ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２０２８．０８．３０ 专利权维持 瑞玛工业

６２ 实用
新型

组合自锁螺母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２４５２．４ ２０１２．０４．２３－２０２２．０４．２２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６３ 实用
新型

全封闭锥齿轴冷镦模具结
构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４２７２２．４ ２０１３．０１．２８－２０２３．０１．２７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６４ 实用
新型

螺丝机正冲落料主模结构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４２６５４．１ ２０１３．０１．２８－２０２３．０１．２７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６５ 实用
新型

定扭矩套筒扳手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９２５７６．０ ２０１３．０５．２７－２０２３．０５．２６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６６ 实用
新型

一字槽或十字槽扁尾螺钉
二工位镦压的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４３８９５１．８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２０２３．０７．２２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６７ 实用
新型

汽车用套筒成型的模具结
构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３１６０７．９ ２０１４．０３．２４－２０２４．０３．２３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６８ 实用
新型

螺钉垫片自动组装机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２９７５５８．６ ２０１４．０６．０６－２０２４．０６．０５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６９ 实用
新型

松不脱螺钉结构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６２０３４５．２ ２０１４．１０．２５－２０２４．１０．２４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０ 实用
新型

预镦配重块大台阶的模具
结构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６５６１３９．７ ２０１４．１１．０６－２０２４．１１．０５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１ 实用
新型

适配器花齿成型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６８２２８７．６ ２０１４．１１．１５－２０２４．１１．１４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２ 实用
新型

座椅调角器轴法兰的成型
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７３７４６９．９ 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２０２４．１１．３０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３ 实用
新型

伺服电机控制尾座攻牙的
凸轮机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７６２１９７．８ ２０１４．１２．０８－２０２４．１２．０７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４ 实用
新型

传动轴强束底部齿的模具
结构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９７７５３．７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２０２５．１１．１１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５ 实用
新型

传动齿强束中间齿形的模
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９７８６１．４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２０２５．１１．１１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６ 实用
新型

心状异形螺母裁切头边的
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９７７４６．７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２０２５．１１．１１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７ 实用
新型

底盘偏心螺母成型异形孔
的模具结构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９７６００．２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２０２５．１１．１１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８ 实用
新型

用于制造定位导向螺母的
冷镦模组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９３４７４０．７ ２０１６．０８．２５－２０２６．０８．２４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７９ 实用
新型

用于制造驱动轴的冷镦模
组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９３４７２９．０ ２０１６．０８．２５－２０２６．０８．２４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０ 实用
新型

成型压铆螺母花齿的模具
结构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９５６６４６．１ ２０１６．０８．２９－２０２６．０８．２８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１ 实用
新型

一种传动轴缩花齿用的模
具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９９３２１９．０ ２０１６．０８．３０－２０２６．０８．２９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２ 实用
新型

一种手刹端子冷镦装置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９７９８１５．３ ２０１６．０８．３０－２０２６．０８．２９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３ 实用
新型

一种扭矩锁紧组合螺钉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２５３２９８．２ ２０１７．０９．２７－２０２７．０９．２６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４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制造双头割尾槽
螺钉的冷镦模组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４１６４７６．９ ２０１７．１０．３０－２０２７．１０．２９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５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螺钉与胶圈半自
动装配的机构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５２９４２７．６ ２０１７．１１．１６－２０２７．１１．１５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６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汽车转向系统套
管的冷镦模组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７４８８１４．９ ２０１７．１２．１４－２０２７．１２．１３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７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带薄壁华司的螺
栓的冷镦模组 ＺＬ２０１８２００８７０３８．０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２０２８．０１．１７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８８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成型调整螺钉的
冷镦模组 ＺＬ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１０９４．９ ２０１８．０２．０８－２０２８．０２．０７ 专利权维持 新凯精密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发行人的独立性
发行人成立后，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章制度的要求规范运作，逐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各项
管理制度。 公司具备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自主经营，在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业务方面均独立于公司控股股东，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

１、资产完整情况
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

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厂房、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
等资产，具有独立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公司资产产权清晰、完整，不
存在对公司股东的依赖。

２、人员独立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

担任除董事（执行事务合伙人）、监事以外的职务，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产生，不存在股东指派或干预高管人员任免的情
形。 公司人员独立。

３、财务独立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

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发行人未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公司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缴税义务。
公司财务独立。

４、机构独立情况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公司根据经
营发展需要，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决策、经营管理及监督
机构，拥有独立的业务部门，各机构和部门明确了职权范围。 公司已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机构独立。

５、业务独立情况
公司拥有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生产、供应、销售、管理、研发系统，公司业务

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公司的业务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 公司业务独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方面均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互独立，发行人关于其独立性的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二）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未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

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控制的其他企业

包括众全信投资和苏州汉铭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
州汉铭”）。

陈晓敏持有众全信投资４７．２６％的股权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翁荣荣
持有众全信投资８．００％的股权。 众全信投资系陈晓敏控制的企业。 截至招股意
向书签署日，众全信投资除持有发行人股权外，无其他业务或对外投资。 众全
信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陈晓敏为苏州汉铭普通合伙人， 持有其８０．００％的出资额并担任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翁荣荣为苏州汉铭有限合伙人，持有其２０．００％的出资额。 苏州汉铭
系陈晓敏控制的企业。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苏州汉铭无实际经营活动，与
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陈晓敏曾持有新凯精密５５％的股权。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行人购买
了陈晓敏所持有的全部新凯精密股权。 新凯精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陈晓敏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
认缴出资额

主要经
营地

主营业务

苏州工业园区润佳和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５．５６％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１日 ６，０４５万元 苏州 创业投资

苏州帝瀚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５８％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３日 ４，２７０万元 苏州

工业废液循环利用系统化解决方
案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其他与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对外投资，
未从事与本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了避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晓敏、
翁荣荣向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参股的除瑞玛工

业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为他人经营或以
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相同、 相似或构成实质
竞争业务的情形；

２、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期间，承诺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
自营、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瑞玛工业及其子
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
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现在
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３、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期间，对于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其他企业，承诺人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以及承诺人在该等企业中的控制地位，保证该等企业比照前款规定履行与
本承诺人相同的不竞争义务；

４、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承诺人或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从事的业务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业务之间的
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 则承诺人将在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提出异
议后， 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或促使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如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进一步要求，瑞玛工业及其
子公司享有该等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５、如从第三方获得任何与瑞玛工业经营的业务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商
业机会，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瑞玛工业，并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让与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

６、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的
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 并赔偿瑞玛
工业及其子公司、瑞玛工业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
承诺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瑞玛工业所有。 ”

（三）关联交易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经常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期间 金额 占当年同类业务的比例

芜湖凯电 采购劳务 新凯精密向芜湖凯电采购
表面处理加工服务 ２０１６年 ７０．１３ １．１８％

宝馨科技 销售商品
新凯精密向宝馨科技销售
紧固件

２０１６年 ４９．４３ ０．２８％
２０１７年 ３７．６０ 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 ５５．４９ ０．２６％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１６．６９ ０．１１％

全信金属 关联租赁 发行人租赁全信金属厂房
２０１６年 ８３．３１ ７９．４９％

２０１７年１－８月 ５４．８６ ２１．２５％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支付薪酬

发行人向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支付薪酬

２０１６年 ３２６．２９ ４．１８％
２０１７年 ３２９．６６ ３．７５％
２０１８年 ４１１．９７ ４．１６％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３０８．９８ ４．００％

（１）与芜湖凯电之间的关联采购
２０１６年，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新凯精密委托芜湖凯电为其部分产品进行表

面处理，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采购内容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委外加工（表面处理） － － － ７０．１３
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 － － ０．２４％

对于表面处理供应商，新凯精密综合供应商技术能力、价格、稳定性、交期
等因素确定采购方和采购金额。报告期内，芜湖凯电与其他表面处理供应商一
同向新凯精密报价参与市场竞争，拓展了新凯精密的采购渠道。

新凯精密与芜湖凯电的交易价格与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无重大差异，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２０１６年，因芜湖凯电所在的电镀园区污水处理中心关停，若搬迁到其他园
区继续生产成本较高， 经芜湖凯电股东协商， 芜湖凯电决定停止表面处理业
务。 ２０１６年６月起，芜湖凯电不再向新凯精密提供表面处理服务。

２０１６年，芜湖凯电与新凯精密交易金额为７０．１３万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
成本的比例为０．２４％。 芜湖凯电所提供的表面处理加工服务市场供应充足。 该
公司停产后， 新凯精密可通过加大向同类型其他供应商采购来满足自身业务
需要。新凯精密其他主要表面处理供应商包括太仓市施美电镀有限公司、昆山
世冠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相关基本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
与技术”之“四、（三）主要业务模式”。

除林巨强与芜湖凯电存在关联关系外，发行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家庭关系密切成员与其他为新凯精密提供相同表面处理业务的供应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除林巨强与芜湖凯电存在关联关系外，发行人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家庭关系密切成员与其他为新凯精密提供相
同表面处理业务的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与宝馨科技之间的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新凯精密向宝馨科技销售紧固件产品，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销售内容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紧固件 １６．６９ ５５．４９ ３７．６０ ４９．４３
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１１％

发行人和宝馨科技均为施耐德认可的制造商， 新凯精密向其销售的紧固
件用于其为施耐德生产的产品。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时聘任张薇为独立董事。因张薇兼任宝
馨科技独立董事，宝馨科技自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起成为公司关联方。２０１７年１１－１２月，
新凯精密向宝馨科技销售紧固件的关联交易金额为７．３５万元，２０１８年关联交
易金额为５５．４９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关联交易金额为１６．６９万元。

报告期内，新凯精密与宝馨科技之间的交易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 新凯精密
与宝馨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３）关联租赁
收购全信金属１００％股权之前， 发行人向全信金属租赁厂房用于生产经

营，根据发行人与全信金属签署的租赁协议，公司向其租赁６，０００平方米的厂
房，租赁单价１２元 ／平方米 ／月，年租金为含税８６．４万元。 苏州地区类似条件的
厂房市场价格区间为１１－１５元 ／平方米 ／月。 关联租赁的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
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２０１７年８月，发行人收购全信金属１００％股权后，全信金属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关联交易影响消除。

（４）支付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各期， 公司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分别为３２６．２９万元、３２９．６６万

元、４１１．９７万元和３０８．９８万元。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期间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２０１６年 陈晓敏、翁荣荣 陈晓敏、翁荣荣为发行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 陈晓敏、翁荣荣 陈晓敏、翁荣荣为发行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 陈晓敏、林巨强 陈晓敏、林巨强为新凯精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 陈晓敏、鲁存聪 发行人向陈晓敏、鲁存聪购买全信金属１００％股权 ２，５６１．４７
２０１７年 陈晓敏 发行人向陈晓敏购买新凯精密５５％股权、墨西哥瑞玛１％股权 ５，４２８．８３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 陈晓敏 新凯精密与陈晓敏发生资金往来 ９３５．００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 林巨强 新凯精密与林巨强发生资金往来 ７６５．００

２０１６年 全信金属 发行人拆借全信金属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 全信金属 发行人拆借全信金属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１，０００．００

（１）接受担保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接受担保主体 授信银行 授信金额（万元） 担保方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１ 瑞玛有限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３，０００．００ 陈晓敏、

翁荣荣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１７年５月 保证担保

２ 新凯精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 陈晓敏、

翁荣荣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１６年５月 保证担保

３ 新凯精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１，２００．００
陈晓敏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保证担保

４ 新凯精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林巨强 保证担保

关联方未因上述担保向发行人或其子公司新凯精密收取担保费。 截至招
股意向书签署日，上述担保合同均已履行完毕。

（２）收购股权
①购买子公司股权
２０１７年８月，发行人购买了鲁存聪、陈晓敏持有的全信金属５１％、４９％的股

权，股权转让对价分别为１，３０６．３５万元、１，２５５．１２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
全信金属２０１７年４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全信金属
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后确定。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已支付全部
股权转让款。 发行人购买全信金属股权的详细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四、（二）非同一控制下收购产生的资产重组”。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行人购买了陈晓敏持有的新凯精密５５％的股权，股权转让
对价为５，４２８．８３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新凯精密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确定。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发行人购买新
凯精密股权的详细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四、
（一）同一控制下收购产生的资产重组”。

公司收购全信金属１００％的股权和新凯精密５５％的股权， 主要是为了保持
公司资产的完整性、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影响，有利于公司长期持续
健康发展。

②购买墨西哥瑞玛股权
２０１７年９月，ＢＶＩ瑞玛购买了陈晓敏所持有的墨西哥瑞玛１％的股权， 对应出

资额为３０墨西哥比索。因墨西哥当地法律要求墨西哥瑞玛至少需要两个股东，墨
西哥瑞玛设立初期由ＢＶＩ瑞玛持股９９％，陈晓敏持股１％。 ２０１７年９月，墨西哥瑞玛
引进了两名新的股东后，陈晓敏将其所持有的１％的股份平价转让给ＢＶＩ瑞玛。

（３）关联方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借入方 出借方 金额（万元） 借入时间 归还时间

陈晓敏 新凯精密
４９５．００ 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

４４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９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

林巨强 新凯精密
４０５．００ 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

瑞玛有限 全信金属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１月３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新凯精密向陈晓敏、林巨强借出资金合计１，７００万元，主要用于二人支付
购买蔡卫东所持有的新凯精密１０％股权的对价， 不存在通过体外资金循环粉
饰业绩的情形。

发行人向全信金属借入资金用于其日常经营。
３、关联方往来余额
报告期内各期末，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余额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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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馨科技 ８．３６ ２４．４６ １１．５０ １５．９４
应付账款

芜湖凯电 － － － ５８．１７
其他应收款

陈晓敏 － － － ９３５．００
林巨强 － － － ７６５．００

其他应付款

陈晓敏 － － ３７３．４４ －

２０１６年末，与陈晓敏、林巨强之间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主要系上述关联
方与子公司新凯精密之间的资金往来所形成， 该部分资金往来形成于发行人
购买新凯精密股权之前，并已在发行人购买新凯精密股权之前归还。 此后，根
据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制度》，新
凯精密杜绝了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 自新凯精密成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之后，新凯精密未新增关联方资金往来。

２０１７年末， 与陈晓敏之间的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系向陈晓敏购买其所持
有的新凯精密５５％股权的转让对价尾款。

４、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有限公司阶段，瑞玛有限《公司章程》未对关联交易作出约定，瑞玛有限亦

无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内部制度。 有限公司阶段的关联交易无需履行特别的内
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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