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１，００５，９６７，３０３．００ ９７２，６８２，８７８．５７ ９０２，５８３，９３４．０６
减：营业成本 ７４４，１６４，７７７．２４ ７１３，１８３，８３１．５３ ６４４，８３２，２１８．３９
税金及附加 ４，８５２，８６１．４６ ５，４６３，５０８．８４ ６，６７６，５０６．８４
销售费用 ２１，１２３，７１０．７３ ２０，７９２，９１７．８８ １９，６０１，７２７．４７
管理费用 １８，５０４，５９８．０２ ２０，３７５，８８８．１１ ９２，０９５，４５９．８５
研发费用 ４５，５００，３７８．１６ ３５，３９３，１５６．０５ ３７，２７４，００４．４１
财务费用 －３，４６２，３９６．１３ －２，９８２，４９７．５１ －６，０６０，９８７．２７
其中 ：利息费用 ６４４，２６３．６８ ４８２，９１６．５２ ７０１，９４４．２２
利息收入 ４，３５４，５８１．１７ ３，１４２，９２４．１２ ７，０４５，２４１．６２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９１７，５２０．９５ －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 ２２１，４３２．２６ －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 － ８０２，３１８．４８ －２，０１４，１６２．４０
加：其他收益 ６，３５４，４９８．９６ ４，８３８，６５７．９０ ２，８２３，００１．３６
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７，９１２，５５４．９３ ７，１２０，９７２．１９ １５，２６６，０２５．１３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２１４，５５７．２８ －２，５７０，７００．７３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２，０２８，４４８．８６ －８，１２５．１２ －６９，４４０．２２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１９２，７１７，８２９．４８ １９３，２０９，８９７．１２ １２４，１７０，４２８．２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５，９６９，３０２．００ ６３３，０７０．６１ １，８３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３０８，７８７．４４ １，２９７，８７５．９４ ２，４３８，０９９．０５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１９８，３７８，３４４．０４ １９２，５４５，０９１．７９ １２１，７３４，１５９．１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０４３，８５０．４４ ２５，０６０，２１８．３４ ２７，８７８，７８２．５５
四、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１７３，３３４，４９３．６０ １６７，４８４，８７３．４５ ９３，８５５，３７６．６４
１．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１７３，３３４，４９３．６０ １６７，４８４，８７３．４５ ９３，８５５，３７６．６４
２．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１４，２１０，８９７．６９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１８７，５４５，３９１．２９ １６７，４８４，８７３．４５ ９３，８５５，３７６．６４

３、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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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３，９７３，２６８．３５ ７６８，０６７，４９５．４４ ７６６，８７２，２８８．４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５０７，２５８．６５ ９７７，１３４．２０ １，１８６，９６１．３６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１，３９３，１８１．０９ ４２，６１１，７７０．５５ １５，８７２，１９３．５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０６，８７３，７０８．０９ ８１１，６５６，４００．１９ ７８３，９３１，４４３．３０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０９，５７３，４３５．７８ ５７１，７９７，７０６．７４ ５３９，２６６，４２０．５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６４，７１７，８８３．１４ ６４，３５３，２９０．５８ ５４，８７７，２６３．０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０，１４５，９５２．１３ ９９，７６７，４１４．９０ ７２，９８４，５５０．６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７，８８５，７８５．６３ ４４，２３９，９３１．４０ ２７，３０３，５１０．６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０２，３２３，０５６．６８ ７８０，１５８，３４３．６２ ６９４，４３１，７４５．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４，５５０，６５１．４１ ３１，４９８，０５６．５７ ８９，４９９，６９８．３０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３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４，１５４，４００．００ ９５３，１４２，５８６．０４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７，９１２，５５４．９３ ６，７７９，４５７．６４ ５３，４６９，１７５．９８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９１８，５６５．００ １０９，０８６．１５ ２６７，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１８４，９７０．００ ５，６３４，４４２．６５ ８，１１８，２１９．８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４１５，０１６，０８９．９３ １，０６６，６７７，３８６．４４ １，０１４，９９６，９８１．８２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３６，８０８，１７２．３６ ７０，３９６，１８６．８５ １３，５８３，３２３．３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４７４，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８６９，４６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３７，７３５．８４ ２，８６０，３８２．０６ ８８０，３５１．４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５１１，０２５，９０８．２０ １，０８１，６７６，５６８．９１ ８８３，９２３，６７４．７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６，００９，８１８．２７ －１４，９９９，１８２．４７ １３１，０７３，３０７．０３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５７，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６５３，５８１．７４ ４１，１７３，８８８．７４ ４１１，９８１，９４４．２２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７１２，２６４．１６ ４１，１７３，８８８．７４ ４５１，９８１，９４４．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３６５，８４５．９０ －２１，１７３，８８８．７４ －３５４，８５６，９４４．２２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５５，７５９．７２ ３５２，５３３．７８ －５２，９７５．３８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３，１１９，２２７．５２ －４，３２２，４８０．８６ －１３４，３３６，９１４．２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９１，０４４，１９４．６６ １９５，３６６，６７５．５２ ３２９，７０３，５８９．７９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９４，１６３，４２２．１８ １９１，０４４，１９４．６６ １９５，３６６，６７５．５２

（二）经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天健所对公司报告期内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进行了核验， 并出具了天健

审﹝２０２０﹞１９１号《关于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的
鉴证报告》。 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的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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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８，４４８．８６ １１４，２４７．２４ ２５，８５７，５３０．３４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３，１２６，４７０．２０ ３，１０４，７５４．６０ １，１８６，９６１．３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企业正常业务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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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０１，８８６．９３ ４，４５５，２９４．０５ １，６６６，０４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６５，７７９．６８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７，７５６，１４０．８６ ６，８４３，４８２．０４ ７，８６３，６４８．７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１７，５２０．９５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５８，７８７．４４ －１，１６７，５２１．４９ －２，１３９，９１５．８４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３７５，９０９．１８ － －７３，５３４，９８５．２０
小计 ２６，３４７，５８９．５４ １３，３５０，２５６．４４ －３９，０３４，９４０．８７
所得税的影响额 ３，８０５，９７６．９０ １，９５１，８９８．６８ ２，８９１，９１８．７２
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额 － ５８，８６６．７４

合计 ２２，５４１，６１２．６４ １１，３９８，３５７．７６ －４１，９８５，７２６．３３

（三）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度 ／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度 ／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比率 （倍） ２．１９ ２．８２ ２．１２
速动比率 （倍） １．６９ ２．００ １．６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３３．９０％ ２９．１７％ ４０．０３％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３１．４２％ ２９．０９％ ４０．２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７．１９ ６．２１ ６．９１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３．０３ ３．０４ ３．６７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２１，０６３．４５ ２０，３４３．６４ １４，７５７．９７
利息保障倍数 （倍） ３０７．９６ ３９９．３０ １９５．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１０．４３ ８．３７ ６．６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１．９６ ０．３０ ０．８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０．９５ －０．１８ －１．７７
无形资产 （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５％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财务状况分析
（１）资产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资产结构总体保持稳定。 报告期各期末， 资产总额分别为

１１０，３７７．３９万元、１１６，９８７．５１万元及１５６，１５６．０９万元。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及２０１９年
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较上期末增长－９．７６％、５．９９％及３３．４８％。 ２０１７年末总资产减
少主要系２０１７年４月公司分红所致；２０１９年末总资产规模增加主要系货币资金、交
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及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公司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应收
票据）、存货等流动性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
等非流动性资产占比较小。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流动资产金额分别为９２，６０１．０２万元、９３，５５８．５６万元及
１１２，５７１．２４万元， 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８３．８９％、７９．９７％及７２．０９％；非
流动资产金额分别为１７，７７６．３８万元、２３，４２８．９５万元及４３，５８４．８６万元，非流动资产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１６．１１％、２０．０３％及２７．９１％。

２０１７年末，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上升，主要系应收款项及存货规模上
升，以及公司在２０１７年处置子公司越剑置业１００％股权所致；２０１８年末 ，公司流动
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下降，主要系２０１８年公司购入募投用地导致无形资产增加、货
币资金及其他流动资产减少所致；２０１９年末， 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下降，
主要系２０１９年公司年产１０，０００台（套）纺织机械和智能装备生产线项目 、年产５００
台智能验布机项目及智能纺机生产基地及研究院建设项目等在建项目投入增加
所致。

（２）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结构整体保持稳定。 报告期各期末，负债总额分别

为４４，１８６．４４万元、３４，１３１．０８万元及５２，９３７．２７万元， ２０１８年末， 公司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７年末减少１０，０５５．３６万元，减少幅度为２２．７６％，主要系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及应
交税费余额减少所致；２０１９年末， 公司负债总额较２０１８年末增加１８，８０６．１９万元，
增长幅度为５５．１０％，主要系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余额增加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主要为流动负债，流动负债主要包括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及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流动负债金额分别为４３，７４５．８３万元、３３，１９４．４９万元及５１，４３４．６５万元，流动负债占
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９９．００％、９７．２６％及９７．１６％；非流动负债金额分别为４４０．６１万
元 、９３６．５９万元及１，５０２．６１万元 ， 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４０％、
１．００％、２．７４％及２．８４％。

２、盈利能力分析
（１）营业收入的构成和变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０，９３５．０８ ９９．１８％ ９７，５９３．０９ ９９．０２％ ９０，７６０．６５ ９８．７７％
其他业务收入 ８３２．７５ ０．８２％ ９６２．９４ ０．９８％ １，１３４．１８ １．２３％

营业收入 １０１，７６７．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８，５５６．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１，８９４．８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９７％以上，主营业

务突出。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配件销售收入、场地租赁收入和废料销售收入。 报
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９０，７６０．６５ 万元、９７，５９３．０９万元及１００，９３５．０８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

（２）利润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毛利及毛利率波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加弹机 ２４，４０３．９１ ２５．８６％ ２４，６１０．７８ ２６．５５％ ２４，３１７．１４ ２８．２７％
其中：大加弹机 １４，２４６．５４ ２８．５７％ １６，３０４．２５ ２９．８４％ １５，１６２．２６ ３１．５７％

小加弹机 １０，１５７．３７ ２２．８２％ ８，３０６．５３ ２１．８３％ ９，１５４．８８ ２４．１０％
空气包覆丝机 １４３．４１ ２２．９５％ ３２２．９３ ２６．３３％ ２２０．７９ ２６．４７％

剑杆机 ３７．１５ ２６．２４％ ９３．６０ １５．０２％ ２９３．７８ ２７．７３％
经编机 １，２６０．０２ ２７．６８％ ４９６．０５ ２９．００％ ３３６．８８ ２７．２９％

其他小型机械 ２１８．０１ １７．５０％ １４０．９０ １０．５１％ １５９．７７ ９．８９％
主营业务毛利 ２６，０６２．５０ ２５．８２％ ２５，６６４．２６ ２６．３０％ ２５，３２８．３６ ２７．９１％
其他业务毛利 １９０．１５ ２２．８３％ ３６５．５４ ３７．９６％ ５２４．７２ ４６．２６％

合计 ２６，２５２．６５ ２５．８０％ ２６，０２９．８０ ２６．４１％ ２５，８５３．０８ ２８．１３％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毛利整体呈增长态势，主营业务毛利占综合毛利比重分
别为９７．９７％、９８．６０％及９９．２８％。 从产品结构上看，加弹机产品营业毛利占比分别为
９４．０６％、９４．５５％及９２．９６％，是贡献营业毛利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波动较为稳定，分别为２８．１３％、２６．４１％及２５．８０％，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均保持在９７％以上，主营业务毛利率与公司综合毛利率基
本一致。

３、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净利润及每股收益整体呈上升趋势，盈利能力持

续增强。 未来，公司将充分发挥在技术、生产、质量管理、客户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在中长期内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

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且募集资金到位后，净资产规模将大幅上升，尽管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仍可能继续保持增长， 但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指标
可能被摊薄。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及达产，公司产能将进一步扩大，产
品结构将进一步完善，销售渠道将更加丰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也将稳步
提高。

（五）股利分配情况
１、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的股利分配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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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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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时， 应当履行公司章程的决策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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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三年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１）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越剑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表决通过了２０１７年第一次利润分

配方案，同意现金分红总额１，０００万元（含税），并已实施了该分配方案。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越剑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表决通过了２０１７第二次利润分配

方案，同意现金分红总额４，０００万元（含税），并已实施了该分配方案。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越剑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表决通过了２０１７年第三次利润分

配方案，同意现金分红总额４０，０００（含税），并已实施了该分配方案。
（２）２０１８年度
公司２０１８年度未进行股利分配。
（３）２０１９年度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未进行股利分配。
３、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执行如下股利分配政策：
（１）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利润分配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实行持续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

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但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
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若外部经营环境或者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
大变化，公司可充分考虑自身生产经营、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根据本章程
规定的决策程序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２）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应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中，现金分红优于股票股利。 具备现金分红条
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在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股本
扩张与业绩增长同步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董
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或股利分配。

（３）现金分红条件
１、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该年度实现盈利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

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税后利润）为正 ，现金分红后公司现金流仍然可以
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２、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期
现金分红无需审计）；

３、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或再融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 、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
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０％且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民
币。

（４）现金分红的比例和时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１０％，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
求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
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２、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 、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
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０％且超
过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

业价值考虑，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具体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６）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和程序
１、利润分配预案应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二
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同意。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
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整的条件、决策程序等事宜，独立董
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需经全体监事过半数以上
表决同意。 独立董事可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
会审议。

２、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同意；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
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
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
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７）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１、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

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２、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
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
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同意；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
政策调整时，须经全体监事过半数以上表决同意。

３、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应分别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说明利润分配
政策调整的原因。 公司应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
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８）利润分配政策的披露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说明是

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现金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
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
否得到充分保护等。 如涉及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
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４、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召开了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本次发
行前形成的滚存利润由公司发行后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六）发行人控参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越剑智能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经营状态

１ 新越机械 全资子公司 存续

２ 越剑机电 全资子公司 存续

３ 瑞丰银行 参股公司 存续

４ 越剑置业 原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的该公司股权已全部转出 存续

５ 永利小贷 原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的该公司股权已全部转出 存续

６ 大昌祥典当 原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的该公司股权已全部转出 存续

１、新越机械
公司名称 绍兴新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注册资金 ２，１５７．６３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１５７．６３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剑华

注册地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勤俭村绍齐公路西侧１－６幢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勤俭村绍齐公路西侧１－６幢
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 发行人持股比例１００％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车床、钻铣床 、食品机械 、纺织机械 、液压机械 、木工机械 、
焊割机械及工具；货物进出口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 （以上
经营范围凡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生产销售）

财务数据情况
（经天健所审计）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资产５，２４６．１６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净资产４，６１７．２５万元

２０１９年度净利润７０．８０万元

２、越剑机电
公司名称 浙江越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年３月９日

注册资金 ８，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５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剑华

注册地 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双堰路３０号２幢Ｂ４０３－４０７
主要生产经营地 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双堰路３０号２幢Ｂ４０３－４０７
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 发行人持股比例１００％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销售：纺织机械 、焊割机械 、输变电设备 、环保机械 、建材
机械、建筑机械、农业机械 、电子信息设备 、计算机软件 （除电子出版
物 ）、制药机械 、海洋工程机械 、现代物流机械 、数控机床 、工业自动
化控制系统及检测设备、印刷机械、工业机器人；货物进出口。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情况
（经天健所审计）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资产１１，７２８．９４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净资产６，０３６．０３万元

２０１９年度净利润－１１９．０８万元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和计划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３，３００万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
资金（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环评批复

１ 智能纺机生产基地及
研究院建设项目 ６９，７１７．７９ ６４，０２４．２２ ２０１８－３３０６０３－３５－

０３－０５３９６３－０００
绍柯审批环审
【２０１８】１７８号

２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１０，９００．００ ５，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３３０６０３－３５－
０３－０７６２８１－０００ －

３ 年产５００台智能验布
机项目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８，２９６．８９ ２０１８－３３０６０３－３５－

０３－０８４８６８－０００
绍柯审批环审
【２０１８】１８７号

合计 ９２，６１７．７９ ７８，２２１．１１ － －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投资金额，公司将通过自筹解决。 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前， 若本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对上述部分项目进行了先
期投入，则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项目剩余投资及置换已支付款项。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本部， 系公司在纺织机械行
业的拓展与升级。 项目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产生同业竞争，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的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
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便于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同时该制度还明确了募集资金使
用的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等其它内容。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的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公司充分科学论证后的审慎选择，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提高公司盈利能
力，有助于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巩固和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为公司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重大事项提示外”中披露的风险外，投资者还需关注下列风险：
（一）市场经营风险
１、公司产品市场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加弹机销售收入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公司加弹机

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８６，０１７．６９万元、９２，６９１．７７万元及９４，３７０．３２万元。 ２０１８年较
２０１７年同比增长７．７６％，２０１９年较２０１８年同比增长１．８１％。 公司作为大型专业纺织
机械加弹机生产商， 如果未来加弹机市场下游客户需求出现波动或者新老竞争
对手抢占加弹机市场等不利因素出现，将对公司业绩会构成不利影响。

２、资产及业务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本次股票成功发行后，公司资产规模将大幅增长，对公司经营管理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也需要包括技术、研发、采购、销
售等各方面的高级人才。 若公司不能及时有效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使之与迅速
扩大的业务规模相适应，则将影响到公司的应变能力和发展潜力，进而削弱公司
的竞争力，给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３、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非标结构件、电器件、纺机专件、标准零配件、金

属原料等。 金属材料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公司各类原材料的价格变化，进而加大公
司的成本控制难度。 由于公司销售订单的签署与原材料采购难以完全保持同步，
若上述原材料价格出现持续大幅波动，且产品销售价格调整滞后，则不利于公司
的生产成本控制，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技术风险
１、技术进步替代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纺织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研制的加弹机系

列产品的核心工艺技术在国内具有先进性。 随着纺织机械行业的快速发展，机械
设备智能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尽管公司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力争在加弹机系
列产品的领域保持技术领先， 但不排除国内外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率先在
加弹机系列产品的智能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从而使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存在因
失去领先优势而被替代的风险。

２、新产品研发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中的加弹机系列产品具有产品需求多样化的特点， 客观上要

求公司能够预先判断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把握客户需求的变动方向，及时推
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 如果公司不能及时按照客户需求研发出新产品或者研
发的新产品不能迅速推广应用，将对公司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１、外协采购及委外加工所导致的风险
由于机械制造行业分工特点，同时也为了弥补公司产能不足，公司通过外协

采购及委外加工来代替自行加工以获取成本效益。 经过多年的经营，公司与主要
外协、委外供应商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虽然公司对采购过程进行严格管理，
针对相关外协、委外供应商的选择及其供应产品质量的检验制定了相关制度，对
其进行严格的规定和规范， 但不排除出现供应商产品的质量和供货周期不能达
到公司的要求，对公司最终产品的质量、生产周期造成负面影响。

２、现金收款风险
由于公司主要产品加弹机由众多零部件构成，客户在使用公司产品期间有

更换零配件的需求。 与公司地处同区域的部分小客户存在直接上门通过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小型配件的情况。 为保障客户满意度，公司允许其在一定额度内
使用现金购买配件。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现金收款的情形具有合理性，不存
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公司直接收取现金
的销售金额分别为２２３．９８万元、１４３．８７万元及４６．９９万元，占公司当期含税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０．２１％、０．１３％及０．０４％，占比较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公司对
《现金管理规定》等涉及销售结算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司对现金收款方式的管理
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仍存在部分小客户难以改变支付习惯，以现金缴款的
情况。 若公司针对现金收款的管理措施执行不到位，仍可能存在一定的资金管
理风险。

（四）人力资源风险
近几年，国内外加弹机市场对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客户对产品的更新迭代速

度的期望值不断增加。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对各类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高， 主要体现在公司现有产能因人员限制而饱和以及为未来募
投项目的实施做人才储备，员工已成为抑制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
方面，随着加弹机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行业对加弹机专业人才需求也越
来越大。 虽然公司通过提高员工待遇、建设企业文化等多方面保留及吸引人才，
但仍不能保证公司人力资源得到及时且充足的保证， 公司存在一定的人力资源
风险。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９，９００万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孙剑华家族，直

接持有或通过越剑控股间接持有发行人合计９，４６０．０１万股，持股比例９５．５６％。 公
司通过《公司章程》规定了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及决策程序；同时，公司实际控制
人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但公司仍不能排除实际控制人可能利用其控制
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决策、人事安排、关联交易和利
润分配等重大事宜实施影响，从而影响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是基于公司目前所处产

业环境提出的，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工程进度 、产品市场
销售状况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 将使得项目的预期收益与公司预测出现差异，
从而影响公司效益。 此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公司产能和产量
将较目前大幅增长，如果公司未来销售能力无法继续提升，市场拓展进展不畅，
公司将可能面临市场营销风险。 因此，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仅围绕公司现有产品进行，还将研
究开发智能验布机等新产品 、新技术，但新产品的研发 、市场开拓 、产能消化取
决于行业景气程度、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 、未来市场的接受程度 、市场规模等综
合因素，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如果未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技术更新换代
较快等，将会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实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

（九）２０１７年大额分红可持续性风险
有限公司阶段， 由于以前年度分红较少且控股股东越剑控股因承接越剑置

业等资产重组事项产生资金需求，２０１７年公司根据历年累积未分配利润情况、当
期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 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基础
上， 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后分红４５，０００万元， 上述事项主要系受当年特定事项影
响，不具有可持续性。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规及监管要求制定了持续、稳定的股利
分配政策，上市后公司将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状况、未来发展规划以及融资环境等
多重因素，制定并实施合理、合规、合法的利润分配方案，充分保障新老股东的利
益，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签署且正在履行的涉及金额在５００万元以

上重大合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销售、采购合同
（１）销售合同

序
号

客户 合同标的 标的数
量 （台）

合同金额
（万元 ）

签署日期

１ 浙江金紫利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ＹＪ８００ＤＭＬ－２６４锭加弹氨纶一体机 ８ ５３６．００ ２０１９年１月

２ 绍兴长丰纱业有限公司 ＹＪ８００Ｄ－２４０锭高速电脑加弹机 １０ ６８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１月

３ 慈溪市豪毅纺织品有限
公司 ＹＪ８００Ｄ－２８８锭高速电脑加弹机 ２２ １，７６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１月

４ 杭州森茂化纤有限公司 ＹＪ１０１２Ｖ－ＥＦ型高速加弹机 ７ １，５１２．００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５ 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
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２８８锭高速加弹机 ９ １，５０３．０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６ 绍兴柯桥众成化纤有限
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ＥＦ－Ｗ２．２涤纶空包一体机 ６ １，２７８．００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７ 太仓市友联达纺织化纤
有限公司 ＹＪ－１０ＶＦ４１６锭高速电脑加弹机 ３ ７０５．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８ 绍兴市柯桥其华纺织品
有限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２８８锭高速电脑加弹机 ４ ６６８．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９ 太仓世成化纤有限公司 ＹＪ１０ＶＬ高速电脑加弹机 ３ ６６３．０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０ 山东林澳纺织有限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３１２锭高速电脑加弹机 ４ ６５２．０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１ 绍兴柯桥佳珂化纤有限
公司 ＹＪ８００ＤＨＥ－２６４锭高速电脑空包一体机 ８ ６４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１２ 安徽双杰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３１２锭电脑加弹机 ６ １，０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３ 安徽鸿之汇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３１２锭电脑加弹机 ６ １，０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４ 江苏浩隆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３１２锭电脑加弹机 ４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

１５ 江苏景硕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３１２锭电脑加弹机 ４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

１６ 江苏昊润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３１２锭电脑加弹机 ５ ８７５．００ ２０１９年５月

１７ 绍兴奇圣化纤有限公司 ＹＪ１０００Ｖ－２８８锭电脑加弹机 ４ ６３６．００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１８ 杭州祥路化纤有限公司 ＹＪＫＢ５００Ｄ－１１２锭多功能空气包覆丝机 ４８ ６０９．６０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１９ 张家港市嘉利金秋纺织
有限公司 ＹＪ８００ＤＨ－３２０锭空包一体电脑加弹机 １０ ８７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采购合同
序号 客户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万元） 签署日期

１ 无锡顺隆机电有限公司 ＳＫＦ轴承 ６４３．４９ 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授信、抵押、保证、质押合同
（１）授信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债务人 授信人 授信额度
（万元） 合同编号 授信有效期

１ 最高额融资合同 越剑智能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齐贤支行
５，７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２０２０．２．２５

２ 授信协议 越剑机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柯桥支行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柯授

字第００５号
２０１９．６．１８－
２０２１．２．１５

３ 授信协议 越剑智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柯桥支行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柯授

字第０１１号
２０１９．１０．２５－
２０２２．１０．２４

４ 授信协议 越剑智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柯桥支行 ８，０００．００ ５７１ＸＹ２０１９０

２９８５２
２０１９．１１．１４－
２０２０．１１．１３

（２）抵押合同
序号 抵押人 合同编号 抵押权人 金额（万元） 抵押期限

１ 越剑机电 ２０１９年柯授抵字第
００５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１８－２０２１．２．１５

２ 越剑智能 ２０１９年绍县（抵）字
０３９６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７，０１１．００ ２０１９．７．１０－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３ 越剑智能 ５７１ＸＹ２０１９０２９８５２０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５，０６４．９０ ２０１９．１１．１４－２０２０．１１．１３

（３）保证合同
序号 保证人 合同编号 债权人 金额（万元） 保证期限

１ 越剑智能 ２０１９年柯授保字
第００５－１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至主债务

合同届满之日起三年

（４）质押合同
序号 出质人 合同编号 质权人 金额（万元） 抵押期限

１ 越剑智能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７．１２－２０２０．７．１２

３、借款合同
序
号 出借人 借款方 借款金额

（万元）
月利率
（％）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１

浙江绍兴瑞丰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齐贤支

行

越剑智能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８３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６－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７

越剑置业以柯桥区国有
（２０１４）第０４１８６号土地、绍
房权证齐贤字第０４６１７号房
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

支行
越剑智能 ５００．００ ４．３５００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１－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０ 信用借款

４、拆迁协议
（１）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７）第１２－５４号、５５号及附属房屋绍房权证齐贤字第０００１０

号、绍房权证齐贤字第０００１１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公司与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齐贤

街道办事处签订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建丰地块），协议具体约定
如下：被征用拆迁土地、房屋座落于柯桥区齐贤街道阳嘉龙村，土地使用权证号
为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７）第１２－５４号、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７）第１２－５５号，房权证号 ：绍房
权证齐贤字第０００１０号、绍房权证齐贤字第０００１１号，拆迁总面积１６，５５７．２３平方米，
确权建筑面积１１，９５２平方米。 被拆迁房屋结算合计３４，２６４，８９４元，搬迁补偿费用
３，０４７，７６０元，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办事处
支付给公司补偿款合计为３７，３１２，６５４元。

（２）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７）第１２－５６号及附属房屋绍房权证齐贤字第０１６７４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公司与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齐贤

街道办事处签订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勤俭地块），协议具体约定
如下：被征用拆迁土地、房屋座落于柯桥区齐贤街道阳嘉龙村，土地使用权证号
为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７）第１２－５６，房权证号：绍房权证齐贤字第０１６７４号 ，拆迁总面
积１０，０４０．０４平方米，确权建筑面积７，５７３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结算合计１７，１８５，１４０
元，搬迁补偿费用１，９３１，１１５元，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
区齐贤街道办事处支付给公司补偿款合计为１９，１１６，２５５元。

（３）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７）第１２－５２号、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９）第１２－２６１号 、绍兴县国
用（２００７）第１２－１１５、绍兴县国用（２００９）第１２－２４１、绍兴县国用 （２００９）第１２－２４２及
其附属房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办
事处与公司签订了 《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预签）， 协议具体情况如
下：被征用拆迁土地、房屋座落于柯桥区齐贤街道阳嘉龙村，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绍兴县国用 （２００７）第 １２－５２号 、绍兴县国用 （２００９）第 １２－２６１号 、绍兴县国用
（２００７）第１２－１１５、绍兴县国用 （２００９）第１２－２４１、绍兴县国用 （２００９）第１２－２４２，房
权证号：绍房权证齐贤字第０１６７６号、０２６２０号、０１６７７号、０２７７５号、０２７７４号，拆迁总
建筑面积１１３，２７０．４３平方米，确权国有出让建筑面积１０５，２０８．５５平方米。 预拆迁
协议中约定补偿款为３０，２８２．６６万元，最终补偿款结算支付按柯桥区房屋拆迁政
策审核小组对本次拆迁确权审核会议纪要，绍兴市点点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正
式房屋评估报告、中兴资产评估事务所资产评估报告进行校正并签订正式协议
为准。

５、重大施工合同
（１）“年产１０，０００台（套）纺织机械、智能装备生产线项目”施工合同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７日、１０月１６日， 越剑机电与绍兴中钧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

别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施工补充协议》，绍兴中钧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作为项目总承包人，负责实施“年产１０，０００台（套）纺织机械、智能装备生产线
项目”的桩基、土建、安装工程。 该项目建筑总面积为７８，４９５．１９平方米，其中地上
面积７８，１６５．３９平方米，地下面积３２９．８平方米；合同工期为３６０天 ；合同总造价为
１０９，９１６，３４４元。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越剑机电与绍兴中钧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补
充协议（二）》，将项目合同延期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其他约定不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越剑机电与绍兴中钧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场外
工程施工协议》，约定由绍兴中钧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年产１０，０００
台（套）纺织机械、智能装备生产线项目 ”的场外工程。 合同工期为１００天，需在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前开工，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前交付，合同价款为７，３６０，７３９元。

（２）“年产５００台智能验布机项目”施工合同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日，越剑智能与浙江广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和《施工补充协议》，浙江广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总承包人 ，负责
实施“年产５００台智能验布机项目”的土建、安装工程。该项目建筑总面积为５５，７９６
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５５，５５６平方米，地下面积２４０平方米；合同工期为６００天；签
约合同价为６０，５４６，０３３元。

（３）“智能纺机生产基地及研究院建设项目”施工合同
２０１９年５月，越剑智能与浙江鼎元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

《施工补充协议》，浙江鼎元建设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承包人 ，负责实施“智能纺机
生产基地及研究院建设项目”的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建筑、安装等工程。 该项目建
筑总面积为１６０，６２２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１５１，１３７平方米，地下９，４８５平方米，合
同工期５４０天；合同价款为２０６，７８０，６４９元。

２０１９年５月，越剑智能与浙江振强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桩基工程合同 》，合
同约定因施工需要， 越剑智能将智能纺机生产基地及研究院建设项目桩基工程
承包给浙江振强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地点为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丈午居（柯开
Ｒ－１６地块），总工期为８０天，合同价款为２９，２１８，７６３元。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三）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存在下列诉讼：
１、与欧瑞康纺织有限及两合公司的诉讼情况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 欧瑞康纺织有限及两合公司 （英文名称 ：Ｏｅｒｌｉｋｏｎ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ＧｍｂＨ＆Ｃｏ．ＫＧ，以下简称“欧瑞康”）对越剑有限提起诉讼，欧瑞康诉称，欧瑞康
享有专利号为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７５６６１．２“假捻变形机”的发明专利权，越剑有限在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举办的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ＩＴＭＡ亚洲展览会展出的ＹＪ－
Ｅ１０－ＤＳＥ型高速弹力丝机的技术特征落入了其专利权利要求１的保护范围，认为
越剑有限未经许可，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其发明专利权，故请求确认越剑有
限侵犯了欧瑞康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７５６６１．２“假捻变形机”的发明专利权，要求判令越剑有
限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产品，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
理开支共计３０万元，其中合理费用为１０万元。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认为越剑有限未经许
可，制造、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侵犯了欧瑞康的专利权，但欧瑞康因无证据证
明越剑有限实施了销售行为，故不支持欧瑞康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因
此，判决越剑有限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侵犯欧瑞康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７５６６１．２“假捻变
形机”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欧瑞康合理费用
１０万元，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

２０１８年５月，越剑有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
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内，其许诺销售行为不构成侵权；一
审判决对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 对被控侵权产品结构部件的认定均存在事
实认定错误，对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
对越剑有限调查取证请求的处理程序错误， 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
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公司积极配合法院进行案件审理及调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案尚
在诉讼过程中。

公司上述涉及诉讼的产品为公司新研发产品， 目前公司尚未对上述产品进
行对外销售及推广，且现有的销售加弹机产品中也未使用该诉讼专利的情形。 综
上，本次诉讼结果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日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上述
专利侵权的诉讼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２、与国家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之间的诉讼情况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 ，根据国家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３２４９５号 《无效宣

告请求审查决定 》，宣告 “一种多功能加弹机”专利权无效 。 公司在法定期限内
就前述决定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并于２０１７年８月
２１日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受理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该案尚未开庭
审理。

公司生产并销售的产品涉及该项专利，由于产品同时受到多项专利的覆盖，
只有取得上述产品的全部有关专利的许可， 他人方可合法地制造和销售相关相
同或类似产品，故公司的该项专利即使最终被宣判无效，其他有效的专利依然可
作为公司防御他人制造或者销售与公司相同或类似产品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
该项专利被宣告无效并不妨碍公司继续使用该等技术进行生产经营。

因此，公司该项专利失效不会导致公司重大技术泄密，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此外，公司没有因此面临被
要求承担重大处罚、重大赔偿的风险，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其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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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
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
联系人

发行人：浙江越剑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
道阳嘉龙村 ０５７５－８５５７９９８０ ０５７５－８５１８８３２３ 张誉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２０１号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６８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７３７ 孙伟

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

杭州市老复兴路白塔公园Ｂ
区２号楼、１５号楼国浩律师楼 ０５７１－８７９６５９５７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６４３ 赵寻

审计、验资复核机构：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１３６６号华润大厦Ｂ座 ０５７１－８９７２２６４９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蒋重阳

资产评估机构：坤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１２８号
９０１室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６１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８２６ 章波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号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

收款银行： － － － －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

证券大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二、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
网下、网上申购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网下、网上缴款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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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期间 ，投资者可在公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办公地址查

阅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 查阅时间为每个工作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和下
午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投资者也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巨
潮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阅招股意向书全文以及发行保荐书 、保
荐工作报告、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全文 、法律意见书以及律师工作报告等备查
文件。

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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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C4

（上接C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