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目前的客户主要为苹果（耳机品牌包括Ｂｅａｔｓ品牌和苹果Ａｐｐｌｅ品牌）、
三星、小米和魅族等智能终端品牌的供应链企业，公司与主要客户万魔声学、
歌尔股份、易力声、富港电子、安克创新、永保电子等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合作默契，被替代风险较小。 考虑到品牌客户订单采购的波动性和不均衡
性， 如果公司不能根据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适应客户品牌需求以及开拓新品牌和新客户，将会对公司盈利情况造成不
利影响。

十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审计报告截止日后至

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除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
响，公司２０２０年春节后开工较往年同期延晚外，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的构成、主要核心技术人员、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
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３月营业收入为１２，０００．００万元至１３，０００．００万元， 同比
增长约１．８６％至１０．３５％； 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６０．００万元至４２０．００万元，同比下降约７．１６％至２０．４２％；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３月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３６０．００万元至４２０．００万元，同
比下降约７．１６％至２０．４２％。 该业绩预计系根据公司往年同期经营业绩、在手订
单、发出商品的合同金额等基础上，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截至本
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前的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下做出的，未考虑疫情持续期限、
扩散程度或其他突发性重大事件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

上述有关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３月业绩预计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
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２０２０年春节过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下游客户和本公司按照
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均复工延后，业务需求订单交付有推迟，短时间对公司经
营业绩将构成不利影响。根据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公布信息进展看，目前疫情可
防可控且主要集中在２０２０年一季度，主要影响迟延了公司的复工时间，公司预
计２０２０年全年业绩将高于２０１９年度。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发行人律师认为：虽然疫情短期影响发
行人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但相关影响不构成较大或重大影响，仅为暂时
性的影响，发行人已经采取必要的解决措施，根据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展
看，未来期间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预计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能够与去年同期
相比有所增长，未对２０２０年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
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２，４００万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数量为准）。

每股发行价格 【 】元（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并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和
市场情况确定发行价格。 ）

发行市盈率 【 】倍（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６．１６元 ／ 股（按照本公司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按照本公司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及本次募资
资金净额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
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以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 】万元

二、发行费用概算
发行费用约为５，４２９．７３万元，主要包括：

项目 金额

承销保荐费用 ３，９００．００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２１．７２万元

律师费用 ３２６．４２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３２．２４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４９．３６万元

注：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此费用数值保留２位小数，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形，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ＲＩＳＵＮＴＥＫ ＩＮＣ
注册资本：７，２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庆凯
成立日期：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０日
整体变更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
住所：东莞市企石镇旧围工业区
公司网址：ｗｗｗ．ｒｉｓｕｎｔｅｋ．ｃｏｍ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声学产品及零配件、通讯传导线材、塑胶制

品、智能化设备、模具；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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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本公司是由朝阳实业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具体过程如下：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０日，朝阳实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按照整体变更方

式，将朝阳实业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８日， 公司召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 全体股东签署 《发起人协

议》，决定朝阳实业以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１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１４４，５２１，６２２．４４
元按约２．６２７７：１的比例折股５，５００万股，其余净资产８９，５２１，６２２．４４元计入资本
公积，整体变更为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８日，正中珠江出具广会验字【２０１５】Ｇ１４００２２１００６１号《验资报
告》，审验确认了整体变更出资。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公司取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９１４４１９００７７３０８５９４ＸＤ），注册资本为５，５００万元。

（二）发起人情况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公司设立时，共有３名发起人股东，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９０．９１
沈庆凯 ４５０．００ ８．１８
郭丽勤 ５０．００ ０．９１
合计 ５，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发起人具体包括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沈庆凯、郭丽勤。 本
公司发起人以朝阳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出资， 出资情况业经正中珠江会计
师事务所验资（验字【２０１５】Ｇ１４００２２１００６１号）。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７，２００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４００万股。如

本次发行２，４００万股且全部为发行新股，则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健溢投资 ５，０００．００ ６９．４４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８
沈庆凯 ９５０．００ １３．１９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０
郭丽勤 ５５０．００ ７．６４ ５５０．００ ５．７３

珠海健阳 ７００．００ ９．７２ ７００．００ ７．２９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２，４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７，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发行人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健溢投资 ５，０００．００ ６９．４４
２ 沈庆凯 ９５０．００ １３．２０
３ 郭丽勤 ５５０．００ ７．６４
４ 珠海健阳 ７００．００ ９．７２

合计 ７，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前十大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本次发行前，公司自然人股东在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在发行人担任职务

１ 沈庆凯 ９５０．００ １３．２０
董事长、总经理、东莞律笙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香港律笙董事、越南律笙总经理、印度律笙董

事、越南朝阳总经理

２ 郭丽勤 ５５０．００ ７．６４ 董事、东莞律笙监事

合计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８４ －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声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

要是耳机和电声产品配件等。
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掌握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包括射频

测试分析及优化技术、主动降噪技术、智能耳机关键技术、耳机防水防汗技术、
通讯线材加工技术、耳机皮套加工技术、自动化生产技术等，为公司持续快速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具备强大的设计研发和制造能力、高标准的质量
控制水平，能够为下游电声产品品牌商、智能终端厂商提供智能或特殊功能的
耳机产品，如智能耳机、智能运动耳机、智能翻译耳机、ＴＷＳ耳机、高防水等级
蓝牙运动耳机、主动降噪耳机、电竞耳机等；并为下游电声产品制造商生产高
品质电声产品配件。

１、耳机
基于十多年的电声产品配件生产工艺经验的积累和不断创新发展的技术

储备，公司持续推动耳机成品升级迭代，不断优化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电
竞耳机、蓝牙耳机、ＴＷＳ耳机、智能耳机等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工艺，已拥
有三十余项耳机相关专利技术，在耳机声学设计、腔体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天
线技术、射频测试分析及优化、耳机防水、智能耳机等耳机关键技术领域形成
了较为深厚的技术和经验积淀。

耳机声学设计方面， 公司依托高等级静音实验室搭建了人体声学仿真测
试系统，可研究各类耳机的声学特性并寻求最佳设计方案。

耳机无线通信方面，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射频测试软件，引入电波暗
室等专业测试设备建成了完整的射频测试系统，依托自主测试系统，公司研发
人员积累了丰富的无线耳机射频指标调测经验， 所设计的蓝牙耳机具有通信
距离长、连接稳定等优点。

耳机防水方面，公司通过专有技术已可量产ＩＰＸ８级防水耳机。
智能耳机研发方面，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 陆续研发并量产了智能运动耳

机、智能翻译耳机、智能降噪耳机等，部分机型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高端智
能耳机研发设计逐渐获得品牌商和市场的认可。

２、电声产品配件
（１）通讯线材
公司生产的通讯线材主要包括有线耳机插线、无线耳机左右单元连接线、

数据线、音响音频线等，统称插线类产品，主要应用于耳机、音响等电声产品。
公司通讯线材的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经过持续技术革新和优化升级， 已掌握
了极细线材的应用、自动化生产等相关技术，拥有四十余项专利，并引入了高
精度检测设备以满足高端产品的质量控制要求。

信号传输损耗是衡量通讯线材质量和性能的重要指标， 单股铜线直径越
小，同等线径的铜线股数越高，线材阻抗比越低，从而使电声信号传输中的损
耗越低。 公司批量应用了直径０．０２５ｍｍ漆包铜线并已研发出直径０．０２ｍｍ的极
细漆包铜线线材生产工艺，满足了高品质通讯线材的要求。

公司依托丰富的生产经验和较强的研发能力， 在通讯线材加工环节自主
设计研发了高效扭线机、自动裁线设备、自动浸锡设备等自动化生产装备，在
相应工序上有效节省了人工。为满足高端产品的质量控制要求，公司在通讯线
材检测环节引入了ＣＣＤ视频显微镜和全自动３Ｄ影像测量仪，可对通讯线材进
行高精度测量检测。 自动化设备和高精度检测设备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公司通
讯线材的生产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

（２）耳机皮套
耳机皮套是头戴式耳机防止漏音、增强低音、防止耳塞外壳与耳骨之间发

生共鸣和增强舒适性的重要组件。在耳机皮套的生产方面，公司充分发挥了自
动化设备和生产工艺的研发优势， 实现了切割和包边等主要工序的自动化生
产，与耳机皮套传统的手工生产工艺相比，显著提高了耳机皮套的标准化水平
和耳机皮套的品质，使耳机皮套在行业内居于优势地位。公司是国际著名终端
品牌Ｂｅａｔｓ耳机皮套的核心供应商。

３、主要客户情况
自２００５年成立以来，公司以强大的生产能力，严格的质量控制和丰富的研

发经验在电声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先后进入多个知名智能终端及耳机品
牌商的供应链。 公司自设立以来的主要客户开发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发年份 品牌厂商（最终客户） 产品种类 直接销售客户

２００５ ＬＧ 电声配件 三信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魔声Ｍｏｎｓｔｅｒ 电声配件 易力声

２００７ 魔声Ｍｏｎｓｔｅｒ 电声配件 可立新

２００８ 三星ＳＡＭＳＵＮＧ 电声配件 中山奥凯华泰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Ｂｅａｔｓ 电声配件 易力声

２００９ Ｂｅａｔｓ 电声配件 温州明衡

２００９ 三星ＳＡＭＳＵＮＧ 电声配件 东莞永保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苹果ＡＰＰＬＥ 电声配件 歌尔股份（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４１）
２０１２ Ｂｅａｔｓ 电声配件 富港电子

２０１３ ｉｌｕｖ 耳机 ＪＷ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Ｋ）ＣＯ．，ＬＴＤ．
２０１３ Ｂｅａｔｓ 电声配件 共达电声（股票代码：００２６５５）
２０１４ 小米、１ＭＯＲＥ 耳机及配件 万魔声学

２０１５ 魅族ＭＥＩＺＵ 耳机 魅族科技

２０１５ 三星ＳＡＭＳＵＮＧ 电声配件 ＹＯＵＮＧＢＯ ＶＩＮＡ ＣＯ，．ＬＴＤ．
２０１５ 华硕ＡＳＵＳ 耳机 万魔声学

２０１５ ＨＡＲＭＡＮ ＪＢＬ 电声配件 东莞泰升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Ｂｅａｔｓ 电声配件 海宏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骷髅头Ｓｋｕｌｌｃａｎｄｙ 电声配件 东莞东聚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富士康 ／ 诺基亚Ｎｏｋｉａ 耳机及配件 识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三星ＡＫＧ 电声配件 ＹＯＵＮＧＢＯ ＶＩＮＡ ＣＯ，．ＬＴＤ．
莱芜永保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骷髅头Ｓｋｕｌｌｃａｎｄｙ 电声配件 伟创力制造（珠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安克Ａｎｋｅｒ 耳机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时空壶 耳机 深圳时空壶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网易严选 耳机 杭州网易严选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海葳特ＨＡＶＩＴ 耳机 广州海葳特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家麦迪ＨＭＤ 耳机 ＨＭ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ｙ
２０１９ 傲基ＡＵＫＥＹ 耳机 傲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ＬＧ 耳机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９ ｖｉｖｏ 耳机 维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作为专业电声产品制造商， 报告期内主要通过ＯＥＭ模式和ＯＤＭ模

式开展经营，为客户设计、生产耳机及电声产品配件等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三）销售模式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销售业务体系，产品销售主要由营销中心负责，包括市

场部、业务拓展部、品牌客户部。
１、市场开拓方式
在获取客户潜在需求信息后，由公司销售人员进一步沟通确认，获取客户

产品需求信息，并转交至公司研究院进行研发设计、试制样品。 研究院将研制
后的样品与客户进行沟通，直至与客户确认样品。 小批量试产稳定后，公司业
务部门与客户最终确定订单数量、产品价格、付款方式、运输方式等。

２、销售方式
公司产品主要是耳机成品和电声配件。根据产品类型不同，公司销售方式

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向智能终端及电声产品品牌商等终端品牌商或其他电声
产品制造商销售成品耳机；二是公司向其他电声产品制造商销售电声配件，其
他电声产品制造商制作为成品后向终端品牌商出售。

公司向其他电声产品制造商销售成品耳机主要是万魔声学。 万魔声学既
是电声产品品牌商同时也是电声产品制造商，“万魔”是耳机行业知名品牌，具
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丰富的客户资源， 但其业务重心是自有品牌的研发和
销售，其研发和生产能力并不能完全满足自身及其客户的需求，而公司具有较
强的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 通过ＯＥＭ和ＯＤＭ模式为万魔声学提供耳机产品
以满足万魔声学及其客户的需要。

３、结算方式
公司销售货款结算采取客户确认收货，月末对账，一般对账后６０天至１２０

天内收取货款的方式。
（四）主要原材料和能源采购情况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是塑胶件、喇叭、ＰＣＢＡ、五金配件、塑胶料、漆包

线、连接器件等；生产所需的能源主要是电力和水。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和能
源的供应均充足。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公司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电脑、个人数码产品等消

费电子产品领域。
公司作为电声产品及电声配件专业生产企业， 主要产品最终广泛应用在

智能手机、个人电脑、便携式媒体播放器及其他数码产品领域。 经过多年的积
淀，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大客户开发与服务经验，进入了苹果、Ｂｅａｔｓ、
三星、小米、魅族、华硕、微软、安克等知名智能终端及耳机品牌商的供应链。

随着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质管控等能力的不断提高，及长期稳定的经
营管理， 公司已在电声行业奠定了稳定的地位。 公司配备了各种电声产品设
计、测试的装备和实验测试系统，经过多年不断提升并积累的多项技术，公司
具备了高端智能耳机的研发设计能力；依靠持续升级改进的生产工艺、结合自
主研制的自动化设备和生产技术，公司具备了高端智能耳机的制造能力。

２、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
公司的竞争对手主要包括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瀛通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豪恩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３年，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注册资本

１２，５００万元，主要从事耳机及耳机相关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包括游
戏耳机、ＰＣ耳机、入耳式耳机、台式麦克风等。 ２０１７年收入１２．１８亿元，２０１８年收
入１３．４７亿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收入８．８２亿元。

（２）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０年，位于湖北省咸宁市，注册资本１２，

２６９．８４万元，主要从事电声产品、数据线及其他通讯线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２０１７年４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６月营业收入分
别为７．２２亿元、８．９６亿元和５．１５亿元。

（３）江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０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注册

资本１３，７８８．４６６８万元，主要从事耳机和微型、小型电声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目前拥有员工４，０００多人。

（４）深圳市豪恩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恩声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１年，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注册资

本５，０００万元，主要从事喇叭、麦克风、耳机、迷你音响等电声产品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２０１８年末拥有员工２，７４２人。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分别为４．６７亿元
和９．０６亿元。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１、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６，８９９．０５ １，９６９．０６ ４，９３０．００ ７１．４６％
机器设备 ９，６２２．０８ ３，７６９．８８ ５，８５２．２０ ６０．８２％
运输设备 ３２３．０８ １２１．４０ ２０１．６８ ６２．４２％
办公及其他设备 ６５３．７３ ４１５．３５ ２３８．３８ ３６．４６％

合计 １７，４９７．９４ ６，２７５．６８ １１，２２２．２６ ６４．１３％

２、主要生产设备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均为自行采购或研发自制， 分布在朝阳科技、 莱芜朝

阳、越南律笙、印度律笙。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为生产环节配置的主要机
械设备数量、价值、成新率、技术性能等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序 通用设备

自主研发
设备

数量
（台） 原值 净值 成新率 技术性能

１ 耳机成
品生产

超声波机、喷码机、拉
面机、条码机、电声测
试仪器、自动扎线机、
自动标签分离机、音频
扫描仪、二维条码扫描
仪等。

自动点胶机 、
硅 胶 耳 套 自
动包装设备 、
耳 机 装 盒 检
测设备。

７９５ １，２７１．８６ ９５０．７３ ７４．７５％

塑胶熔接，彩
盒、塑胶五金
喷字，ＬＯＯＧ
产品标签打
印粘贴检测
包装，技术性
能良好。

２ 原线材
加工

绞线机、倒轴机、退扭
机、缠绕机、押出机、高
速编织机、包带机、高
速打卷机、除湿干燥
机、过油机、搅拌机、耐
压测试议等。

线 材 浸 染 纳
米烘干机 、自
动绕线机。

７０３ ２，１６６．０８ １０３３．６４ ４７．７２％

漆包线合绞
麦拉编织，原
线材押出生
产，技术性能
良好。

３ 线材 深
加工

自动穿管机、镭射机、
气动拔皮机、注塑机、
精密线材综合测试仪、
自动电阻测试机、ＣＣＤ
视频显微镜、超声波清
洗机、模温机、端子机、
铜带机、高速焊接机、
全自动３Ｄ影像测量仪、
ＵＶ固化机等。

自动裁线机 、
自动浸锡机。 ６５５ ２，３５１．５７ １４４８．９９ ６１．６２％

线材加工芯
线穿管切断
切皮、镭射雕
刻，铆压铜扣
焊接连接器，
测试检测产
品的功能与
外观，技术性
能良好。

４ 皮套生
产

小冲床机、四柱裁断
机、气动铆压机、平车、
拉帮机、皮革镭雕机、
高周波双头机、高头
车、气动啤机、自动裁
切粘合机等。

单 头 海 绵 切
割 机 、８穴 海
绵切割机 、自
动 化 高 周 波
裁条机 、自动
保压机 、镭射
切 割 防 护 设
备。

６１ ８８．２１ ５６．３５ ６３．８８％

切割皮、布
胶、冲压来料
与产品外形、
车缝熔接产
品，技术性能
良好。

５ 产品质
量检测

环保测试设备、电气性
能测试设备、机械性能
测试设备、物理性能测
试设备、环境适应性测
试设备等。

－ ９ １１０．４４ ９２．８５ ８４．０７％

电性能信赖
性试验测试
与环保检测
分析、物资成
份检验，技术
性能良好。

６
模具与
工治 具
制造

直流稳压器、氬焊机、
铣床、万能磨刀机、台
式砂轮机、磨床、螺丝
机、火花机、多路线材
电阻测试仪、数控铣
床、倒角机等。

－ １３５ １９３．６４ １０３．７１ ５３．５６５

金属五金模
具与塑胶模
具和工装夹
具加工制造
生产，技术性
能良好。

７
产品 及
设备 研
发

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分
析仪、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电声测试仪、蓝
牙测试仪、频谱分析
仪、艾利和播放器、射
频测试屏蔽盒、电池模
拟仪、电子负载仪、哈
巴焊接机、网络分析
仪、ＡＰ主机、充磁机、极
性仪、功率放大器、数
字示波器、程控数字电
源等。

－ ４５６ １，５８９．７３ １２７２．２１ ８０．０３％

测试电子产
品，屏蔽信
号，物质分析
音频信号测
试检验，色差
分析与功能
分析，技术性
能良好。

３、发行人拥有 ／使用的房屋建筑物
（１）已取得房产证 ／不动产证的房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取得房产证 ／不动产证的房屋建筑

面积合计４４，４６７．６２平方米，上述房屋建筑产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房产证号 ／不
动产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用途 取得
方式

登记日期 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

是否
抵押

１ 朝阳
科技

粤 （２０１７）东莞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１８００９９号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旧 围 工 业 区 （１
号厂房）

７，２９９．１５ 厂房 自建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 ２０６５．０８．２９ 否

２ 朝阳
科技

粤 （２０１７）东莞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１８００９６号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旧 围 工 业 区 （２
号厂房）

７，２９９．１５ 厂房 自建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 ２０６５．０８．２９ 否

３ 朝阳
科技

粤 （２０１７）东莞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１８００９４号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旧 围 工 业 区 （３
号厂房）

５，６７１．９７ 厂房 自建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 ２０６５．０８．２９ 否

４ 朝阳
科技

粤 （２０１７）东莞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１８００２９号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旧 围 工 业 区 （４
号厂房）

１０，０６１．５６ 厂房 自建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 ２０６５．０８．２９ 否

５ 朝阳
科技

粤 （２０１７）东莞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１８０１４３号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旧 围 工 业 区 （１
号宿舍）

３，７０３．５１ 员工宿舍 自建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 ２０６５．０８．２９ 否

６ 朝阳
科技

粤 （２０１７）东莞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１８０１００号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旧围工业区 （办
公楼）

１，５８２．２１ 办公楼 自建 ２０１７．０８．２３ ２０６５．０８．２９ 否

７ 朝阳
科技

粤 （２０１７）东莞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０４２５８９号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旧围工业区 ４，９８０．０７ 员工宿舍

及食堂 自建 ２０１７．０３．２０ ２０６５．０８．２９ 否

８ 越南
律笙 ＢＹ９９９９９２

越 南 北 江 省 越
安 县 云 中 工 业
区ＣＮ－０５－０１

１，５４８．００ 厂房 受让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２０５６．１２．１６ 否

９ 越南
律笙 ＢＹ９９９９９２

越 南 北 江 省 越
安 县 云 中 工 业
区ＣＮ－０５－０２

２，３２２．００ 厂房 受让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２０５６．１２．１６ 否

合计 ４４，４６７．６２ － － － － －

（２）未取得房产证的房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东莞厂区的配电房、废品仓、机修房

和保安室四处建筑未取得房产证，建筑面积合计８０３．６４㎡。 鉴于上述建筑物属
于辅助性设施，不是公司主要经营场所，且房产面积较小，不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公司存在未取得房产证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庆凯、郭丽勤共同
承诺：“如发行人因自建房屋未取得房产权证的情形而导致相关政府部门对该
建设筑物进行拆除、变更用途并 ／或作出行政处罚，本人将承担因此对发行人
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保证公司经营不因该事项受到影响。 ”上述建筑均不属
于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 其暂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情形不影响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３）租赁房屋
序号 承租

方
出租方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坐落 房产证号 主要用

途

１ 朝阳
科技

东莞市企石镇旧围股
份经济联合社 ４，５４２．９０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

至２０３６．１０．３１ 东莞市企石镇旧围村 －
员工宿
舍及食

堂

２ 莱 芜
朝阳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街
道办事处 ５，６７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０３至

２０２０．１１．０１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街
道高新技术产业区清
华孵 化器Ｃ座 车 间 及
办公楼

莱房权 证 莱
城 区 字 第
０１５５７３７ 号 、
０１５５７３８号

车间及
办公楼

３ 越 南
律笙

阮 长 江 （ＮＧＵＹＥＮ
ＴＲＵＯＮＧ ＧＩＡＮＧ）
与杨氏红行（ＤＵＯＮＧ
ＴＨＩ ＨＯＮＧ ＨＡＮＨ）

７２．００ ２０１９．０３．０４至
２０２１．０３．０３

（越南） 北江省北江市
寿昌坊陈原限街８１６号 ＡＢ ２３６７７１ 员工宿

舍

４ 印 度
律笙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ＬＬＰ． ２，３２２．５８ ２０１７．０７．０１至

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Ｐｌｏ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ｏＨ －
２０２ ａｔ Ｓｅｃｔｏｒ ６３，
Ｎｏｉｄａ，Ｄｉｓｔｔ．， －Ｇａｕｔａｍ
Ｂｕｄｈａ Ｎａｇａｒ，Ｕ．Ｐ．

５４５２ 生产办
公场所

５ 印 度
律笙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 Ｓｉｎｇｈ １２４．０３ ２０１８．０９．１９至

２０２１．０９．１８

ｌａｔ Ｎｏ．１２３ ． Ｔｏｗｅｒ ４ ，
Ｐａｌｍ Ｏｌｙｍｐｉａ，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ｏｉｄａ Ｗｅｓｔ，（Ｕ．Ｐ）

Ｎｏ： －ＳＡＭ ／
ＰＬ ／ １０６３ ／
１６８４

员工宿
舍

６ 印 度
律笙 ＳＨＲＩ ＡＧＲＩＭ ＪＡＩＮ ２０３．０９ ２０１８．０１．１６至

２０２１．０１．１５

Ｆｌａｔ １４， Ｔｏｗｅｒ－１２，
Ｐａｌｍ Ｏｌｙｍｐｉａ， Ｎｏｉｄａ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Ｕｔｔａｒ Ｐｒａｄｅｓｈ

Ｎｏ： －ＳＡＭ ／
ＰＬ ／ ２９ ／ ７１５

员工宿
舍

合计 １２，９３４．６０ － － － －

因后勤经营管理所需， 公司向东莞市企石镇旧围村租赁三栋尚未取得房
产证的建筑物，房屋建筑面积合计４，５４２．９０平方米。 东莞市企石镇旧围村已取
得上述房屋建筑所在土地的使用权证 ， 证书编号为 “东府集用 ２０１４第
１９００２８０８０５０２０号”，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 上述房屋建筑主要用作员工宿舍和
食堂，不属于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用房。 东莞市企石镇规划建设办公室、东莞市
城市综合管理局企石分局等相关政府机构已出具证明， 前述建筑物及其所占
土地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也无拆除计划，公司可以按照现状继续使用。

针对上述房屋建筑租赁所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事宜， 东莞市企石
镇人民政府和东莞市企石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服务中心分别出具 《关于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已登记的证明》，确认公司上述租赁房产所在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流转事项已经东莞市企石镇人民政府和东莞市企石镇农村集体资产
交易服务中心登记备案，并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上述集体建设用地。

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庆凯、 郭丽勤承诺：“如发行人因租赁房屋未取得房产
权证的情形而导致相关政府部门对该建筑物进行拆除、 变更用途或作出行政
处罚，本人将承担因此对发行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保证公司经营不因该事
项受到影响。 ”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作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事项的规定作出修正，修正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下称“《土地管理法》（修正后）”）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公司向旧围经济联合社租赁位于东莞市企石镇旧围村房产三栋用作员工
宿舍及食堂，并相应取得租赁房产用地的使用权，租赁房产的用途、租赁期限、
租赁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 租赁房产的土地用途等符合 《土地管理法》（修正
后）以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规定》、《广东集体建设用地流
转办法》、《东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具有合法性，且租赁合同履行正常，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关于同意公司按
现状使用上述房产及所占集体建设用地的证明； 租赁房产占公司用房总面积
的占比较小，且不属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用房，实际控制人已就该租赁房产作出
承担相关责任的承诺，该等租赁行为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１、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主要无形资产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原值（万元） 摊销（万元） 净值（万元）

１ 土地使用权 ４，９４３．３６ １５６．６０ ４，７８６．７６
２ 软件 １３６．６３ ６４．６７ ７１．９６

合计 ５，０７９．９９ ２２１．２７ ４，８５８．７２
注：越南律笙和越南朝阳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期末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

期汇率折算。
２、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土地证号 ／不动产证号 面积（㎡） 用途 取得
方式

发证
日期

他项
权利

到期
时间

１ 朝阳科技 粤（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００４２５８９号等注１ ２０，０００．３０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１７．０８ 无 ２０６５．０８
２ 莱芜朝阳 莱芜市国用（２０１６）第０３１５号 ２０，０００．００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１６．０８ 无 ２０６６．０６
３ 越南律笙 ＢＹ９９９９９２注２ ７，０７５．５９ 工业用地 购买 ２０１６．０４ 无 ２０５６．１２
４ 越南朝阳 ＣＳ０６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工业用地 购买 ２０１９．１２ 无 ２０６６．０８

合计 １４７，０７５．８９ － － － － －

注１：粤 （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００４２５８９号 、粤 （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
０１８００９９号、粤（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０１８００９６号、粤（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
０１８００９４号、粤（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０１８００２９号、粤（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
０１８０１４３号、粤（２０１７）东莞不动产权第０１８０１００号不动产证书曾用土地证书号
为“东府国用（２０１５）第特１０２号”。

注２：越南土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产权证书为双证合一。
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证实发行人能遵守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规定，没有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莱芜市国土资源局莱城分局出具证明， 莱芜朝阳能遵守有关土地管理方

面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及各级政府的规定，并无土地方面的违法、违规行
为，未被我局处以行政处罚。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经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律师核查，越南
律笙和越南朝阳土地使用符合越南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存在因违反土地方面
法律法规而被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３、注册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如下：

４、专利技术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专利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１ 朝阳科技 一种增加扁平电线抗拉性的制作工艺 ２０１８１０６５１４７０．２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８０６２２ ２０年

２ 朝阳科技 双层缠绕屏蔽耳机线 ２０１９２０６３９５４７．４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０７ １０年

３ 朝阳科技 一种磁吸开关ＰＣＢ焊接治具 ２０１９２０４１８３５５．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３．２９ １０年

４ 朝阳科技 一种定形折弯记忆钢丝设备 ２０１９２０４９３７８０．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２ １０年

５ 朝阳科技 一种耳机按键力度测试设备 ２０１９２０６３９５４８．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０７ １０年

６ 朝阳科技 一种耳机高度防呆测试治具 ２０１９２０４２９８７８．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４．０１ １０年

７ 朝阳科技 一种感温编织ＵＳＢ数据线 ２０１９２０８１１１６９．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３１ １０年

８ 朝阳科技 一种感温编织耳机线 ２０１９２０８１１１５４．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３１ １０年

９ 朝阳科技 一种感温编织音频线 ２０１９２０８１１８６６．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３１ １０年

１０ 朝阳科技 一种具有载具的浸锡治具 ２０１９２０４７８４４９．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 １０年

１１ 朝阳科技 一种可两端浸锡的浸锡治具 ２０１９２０４７７９５２．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 １０年

１２ 朝阳科技 一种耐磨椭圆形脖戴耳机线 ２０１９２０８００８４４．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１０年

１３ 朝阳科技 一种屏蔽干扰的屏蔽箱 ２０１９２０８００８１２．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１０年

１４ 朝阳科技 一种切防弹丝的治具 ２０１９２０４２９８８２．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４．０１ １０年

１５ 朝阳科技 一种双层防水防汗蓝牙耳机电线 ２０１９２０８００３５０．４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１０年

１６ 朝阳科技 一种芯线均匀过油的设备 ２０１９２０７８０８５９．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２８ １０年

１７ 朝阳科技 一种信赖性测试夹具 ２０１９２０８００８１４．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１０年

１８ 朝阳科技
音质改良型双磁路双振膜的振动动圈复合
喇叭 ２０１９２０６６７８４０．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１０年

１９ 朝阳科技 装配稳定可靠的数据接口独立组合结构 ２０１９２０５３０４０３．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４．１８ １０年

２０ 朝阳科技 一种耳机组装方向检测治具 ２０１９２０４１７５３９．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３．２９ １０年

２１ 朝阳科技 一种可切换音乐风格的分频调音耳机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９１６９．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３．１２ １０年

２２ 朝阳科技 一种防干扰设计的入耳式耳机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９１６８．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３．１２ １０年

２３ 朝阳科技 一种电线自动落桶包装设备 ２０１８２１３１１３０１．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０８．１５ １０年

２４ 朝阳科技 一种入耳式发光耳机 ２０１８２１１９４４３０．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０７．２６ １０年

２５ 朝阳科技 一种可转换音乐风格的转接线 ２０１８２１１３８１０１．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８．０７．１８ 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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