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人设立时， 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各类金属锻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至今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发行发行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８，１００万股， 拟向社会公众发行２，７００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二）发起人、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自然人持股情况
１、发起人
本公司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发起设立时股权情况 目前股权情况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宗丽萍 ４，０２７．００ ６１．４３ ４，０２７．００ ４９．７２
２ 是玉丰 ２，４４５．００ ３７．３０ ２，４４５．００ ３０．１９
３ 派克贸易 ８３．００ １．２７ ８３．００ １．０２

合计 ６，５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５５．００ ８０．９３

２、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宗丽萍 ４，０２７．００ ４９．７２
２ 是玉丰 ２，４４５．００ ３０．１９
３ 乾丰投资 ７００．００ ８．６４
４ 周福海 ３６０．００ ４．４４
５ 众智恒达 ２９０．００ ３．５８
６ 派克贸易 ８３．００ １．０２
７ 是小平 ５０．００ ０．６２
８ 宗伟 ５０．００ ０．６２
９ 罗功武 ４０．００ ０．４９
１０ 李姚君 ３０．００ ０．３７

合计 ８，０７５．００ ９９．６９

３、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共有自然人股东８名，该等自然人股东持股及在发行

人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１ 宗丽萍 ４，０２７．００ ４９．７２ 董事

２ 是玉丰 ２，４４５．００ ３０．１９ 董事长、总经理

３ 周福海 ３６０．００ ４．４４ －－
４ 是小平 ５０．００ ０．６２ 董事

５ 宗伟 ５０．００ ０．６２ 副总经理

６ 罗功武 ４０．００ ０．４９ －－
７ 李姚君 ３０．００ ０．３７ 副总经理

８ 李陆斌 ２５．００ ０．３１ 董事、财务总监

（三）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中无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
（四）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

股比例
姓名 关联关系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宗丽萍 是玉丰之配偶，宗伟之妹 ４，０２７．００ ４９．７２
是玉丰 宗丽萍之配偶 ２，４４５．００ ３０．１９
是小平 是玉丰之堂兄 ５０．００ ０．６２
宗伟 宗丽萍之兄 ５０．００ ０．６２

派克贸易 是玉丰控制的企业 ８３．００ １．０２

众智恒达

是玉丰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企业、公司
员工持股平台。 众智恒达的有限合伙人许
朝辉系是玉丰的姐夫许志辉的哥哥，单璟
僖系宗丽萍的表弟，刘波系是玉丰的表外
甥，殷文云系宗丽萍的表嫂。

２９０．００ ３．５８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直接或间接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产品
１、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是一家专业从事金属锻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发

行人主营产品涵盖辗制环形锻件、自由锻件、精密模锻件等各类金属锻件，可
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电力、石化以及其他各类机械等多个行业领域。 发行
人拥有包括锻造工艺、热处理工艺、机加工艺、性能检测等在内的完整锻件制
造流程，可加工普通碳钢、合金钢、不锈钢以及高温合金、铝合金、钛合金、镁合
金等特种合金，具备跨行业、多规格、大中小批量等多种类型业务的承接能力。

自成立以来，发行人始终专注于锻造行业，现已掌握了异形截面环件整体
精密轧制技术、特种环件轧制技术、超大直径环件轧制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
具备较强的产品研发和制造能力， 可以满足不同领域的客户对产品质量和工
艺设计的严苛要求。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拥有发明专利３１
项， 并已先后通过了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航
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ＮＡＤＣＡＰ热处理认证、ＮＡＤＣＡＰ无损检测认证、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等质量体系认证，以及中国、英国、韩
国、美国、挪威、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国船级社认证。 发行人设有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发行人技术中心被认定为超大规格轻合
金精密成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无锡市企业技术中心，
并参与起草国家军用标准《航天用镁合金环形件毛坯规范》、参与起草航天科
技集团某下属单位标准 《舱段用铝合金锥 ／筒形轧制锻件技术条件 》（Ｑ ／
Ｄｕ３０２－２０１５），发行人主要产品和技术亦多次获得省级奖项。

凭借在自主创新技术研发方面的能力与优势， 发行人近年来先后承担了
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智能制造专项、科工局军品配套科研、大飞机材料专项、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无锡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等科技及产业化项目，科技研发能力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认可。

发行人自２０１３年进入军工领域以来，在保证民品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重
点发力军品业务，经过近几年的拼搏，目前已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可供应航空、
航天、舰船等高端领域环形锻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在航空领域，发行
人产品已覆盖在役及在研阶段的多个型号航空发动机；在航天领域，发行人参
与了长征系列及远征上面级等多个型号运载火箭和多个型号导弹的研制和配
套；在舰船领域，发行人参与配套的某型号燃气轮机已在部分海军舰艇列装。

经过多年潜心发展，发行人研发能力、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产品及时交付
能力等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进入
中国航发集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上海电气、东方
电气、哈电集团、中船重工、中船集团、双良集团、森松工业、振华集团、中石化、
无锡化工装备、中铁工业等国内各领域龙头企业或其下属单位的供应链体系，
并已通过英国罗罗、日本三菱电机、德国西门子等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商的供应
链体系认证，与国内外众多大型优质客户形成了稳固的业务合作关系。

２、发行人主要产品概况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辗制环形锻件、 自由锻件、 精密模锻件等各类金属锻

件，按照下游应用领域可以分为航空、航天、船舶、电力、石化以及其他机械用
锻件等。

发行人主要产品种类、主要用途及代表客户如下：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锻造行业，锻件产品具有较高的定制化特征，发行人销

售主要采用直销方式。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发行人生产所用原材料主要为碳钢、不锈钢、合金钢、高温合金、钛合金和

铝合金等材料的钢锭、锻件毛坯等，另外，对于部分自行生产经济性较低的产

品，发行人通过直接外购成品的方式解决。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所处行业地位
１、行业竞争格局
全球范围上看，我国虽然已成为全球主要锻件生产地区之一，且我国锻件

产量已连续多年全球第一，但由于我国锻件生产厂商发展较晚，国内生产厂商
在规模、技术、设备等方面同一些世界领先的生产厂商仍有一定差距。

而在国内市场，我国锻造行业内企业数量众多，但受工艺技术水平、装备性
能以及管理能力的制约，不同锻造企业之间竞争力差异较大。 行业内大部分企
业生产规模有限、生产设备和工艺水平相对落后，产品以普通锻件为主，主要面
向通用机械等对产品品质要求不高的行业，依靠价格及成本优势获取部分市场
空间。 而在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由于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和稳定性要求极高，装
备制造企业普遍通过合格供应商体系对锻件供应商进行筛选， 只有研发能力、
质量控制、交付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均表现良好的优质企业才能进入其合格
供应商名录，因此，仅少部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先企业能够直接供货。

２、发行人的市场地位
发行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发行人在生产设备、工艺

水平以及加工能力等方面均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发行人现拥有３６００Ｔ油压机、３１５０Ｔ快锻机等多台压力机，１．２ｍ－１０ｍ多台

精密数控辗环机，并拥有锻造加热炉、热处理炉、精密车床、理化检测设备、辅
助设备及特种设备等４００余台，可实现外径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ｍｍ、高度４０－１６００ｍｍ环
形锻件生产，具备跨行业、多规格、大中小批量等多种类型业务的承接能力。

发行人已掌握异形截面环件整体精密轧制技术、特种环件轧制技术、超大
直径环件轧制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具备较强的产品研发和制造能力，是国内
少数几家可为航空发动机、航天运载火箭及导弹、燃气轮机等武器装备提供配
套特种合金精密环形锻件产品的民营企业之一。

凭借公司长期积淀的研发实力、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务，发行人已
进入中国航发集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上海电气、
东方电气、哈电集团、中船重工、中船集团、双良集团、振华集团、中石化、无锡
化工装备、森松工业、中铁工业等国内各领域龙头企业的供应链体系，并已通
过英国罗罗、日本三菱电机、德国西门子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认证，产品拥有良
好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五、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情况
发行人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

及其他设备等。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发行人的固定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６，７２７．０８ ２，２９４．２９ ４，４３２．７９ ６５．８９％
机器设备 ２１，９１９．５２ １１，８１３．４４ １０，１０６．０８ ４６．１１％
运输设备 ８８６．２２ ５９２．７４ ２９３．４８ ３３．１２％

电子及其他设备 １，１１４．２４ ７２１．８１ ３９２．４４ ３５．２２％
合计 ３０，６４７．０７ １５，４２２．２９ １５，２２４．７８ ４９．６８％

１、房屋建筑物
（１）已取得不动产权证或其他产权证明的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已取得不动产权证的房屋建筑物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权证号 所有权人 用途 建筑面积

（㎡） 位置 权属终止
日期 他项权利

１ 苏（２０１９）无锡市不动
产权第００７５８４１号 派克新材 工业、交通、

仓储 ３１，２８５．９９ 联合路３０ ２０５７．２．１３ 无

２ 苏（２０１８）无锡市不动
产权第０１４４９１６号 派克新材 工业、交通、

仓储 １７，６０３．３６ 联合路３０－１ ２０６６．７．２１ 抵押

注：序号２的房屋建筑物被发行人抵押用于３４，８００万元的银团贷款，抵押
权人为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２）租赁的房屋建筑物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 发行人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资产经营公司签署 《协议

书》，约定发行人免费使用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莲杆村３１４４．５平方米的土地及
该地块上建筑物用于进行军品研制及生产活动，使用期限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发行人使用的单台 ／套原值超过１００万元的生产设备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 套）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成新率

１ ３１．５ＭＮ快速锻造液压机组 １ ２，１６３．２４ １，６３３．２５ ７５．５０％
２ ＤＡ５３Ｋ－５００数控辗环机 １ ２，０２９．５２ ２３．７３ １．１７％
３ ＤＡ５３Ｋ－４００数控辗环机 １ １，５８３．９８ １，１４４．１６ ７２．２３％
４ ＤＡ５１Ｋ－７００数控立式辗环机 １ ９１７．８３ ４６８．０９ ５１．００％
５ 缸动式快锻液压机组 １ ８１７．１８ ４１６．７６ ５１．００％
６ ＤＡ３５Ｋ－２００数控辗环机 １ ７２９．１４ ５５６．４６ ７６．３２％
７ ３６００Ｔ压力机 １ ５７４．５４ １１．４９ ２．００％
８ ８０００Ｔ摩擦压力机 １ ５４３．９１ ２７７．４０ ５１．００％
９ Ｄ５３Ｋ－５０００辗环机 １ ４４６．８８ ７５．５１ １６．９０％
１０ ２０００Ｔ压力机 １ ３１６．２４ ６．３２ ２．００％
１１ 铝合金固熔热处理生产线 １ ２６０．６８ １５４．２４ ５９．１７％
１２ ＫＴ－Ａ１５００超声波水浸检测系统 １ ２４６．１５ １８９．８７ ７７．１４％
１３ 沃克斯燃气炉 １ ２４１．４７ １２１．１８ ５０．１８％
１４ 龙门移动式数控钻床 １ ２１２．８２ ４．２６ ２．００％
１５ 热处理设备一套 １ ２０６．７１ １４．２６ ６．９０％
１６ 箱式高温热处理炉３５００＊３５００＊１５００ １ ２０４．５０ ２０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 蓄热式燃气双台车热处理炉 １ １９４．６３ １１８．３３ ６０．８０％
１８ ＤＶＴ５００双柱立式车床 １ １８０．０１ ３．６０ ２．００％
１９ 箱式高温热处理炉２５００＊３５００＊１２００ １ １７１．５９ １７１．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 ＹＺＫ－４０００涨形机 １ １６８．２３ １２８．３９ ７６．３２％
２１ 箱式中温热处理炉３５００＊３５００＊１５００ １ １６６．８９ １６６．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ＺＬＤ－４０淬火机 １ １６６．６７ １０．１４ ６．０８％
２３ ＤＶＴ５００双柱立车 １ １６３．６８ ３７．２３ ２２．７５％
２４ 箱式中温热处理炉２５００＊３５００＊１２００ １ １５７．４９ １５７．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５ ２５Ｔ锻造操作机 １ １３６．７５ ２．７４ ２．００％
２６ ＹＺＫ１２００整形机 １ １２９．９１ ６６．２６ ５１．００％
２７ 箱式天然气锻造加热炉 １ １２８．０４ ９７．７１ ７６．３１％
２８ ＺＪ１００００ＫＧ装取料机 １ １２７．００ １０２．１１ ８０．４０％
２９ 铝合金固溶炉（２．５＊２．５＊１．８） １ １１５．００ １０５．６１ ９１．８３％
３０ 数控双柱立式车床（ＣＫ５２２５ＢＸ１６ ／ １２Ｐ－ＮＣ） ２ ２１１．１７ １９７．３８ ９３．４７％
３１ 天然气密式加热炉 １ １０５．９８ １９．４３ １８．３３％
３２ ＤＶＴ５００双柱立车 １ １０５．１３ ２．１０ ２．００％
３３ ＳＸ－３８０铝合金时效炉 １ １０２．５６ ６４．８７ ６３．２５％
３４ ２０Ｔ装取机械手 １ １０２．５６ ２．０５ ２．００％

（二）无形资产情况
１、土地使用权
（１）自有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共拥有２宗土地使用权，均为工业

用地，面积合计１０３，８９７平方米，截至２０１９年末，账面价值为３，５２１．４０万元。上述
工业用地均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产权证号 权利人 土地坐落 权利性质 面积（㎡） 权属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１ 苏（２０１９）无锡市不动
产权第００７５８４１号 派克新材 联合路３０ 出让 ４８，３２８．５０ ２０５７．０２．１３ 无

２ 苏（２０１８）无锡市不动
产权第０１４４９１６号 派克新材 联合路３０－１ 出让 ５５，５６８．８０ ２０６６．７．２１ 抵押

注：序号２的土地使用权被发行人抵押用于３４，８００万元的银团贷款，抵押
权人（代理行）为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２）租赁的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发行人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资产经营公司签署《协议书》，

约定发行人免费使用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莲杆村３，１４４．５平方米的土地及该地
块上建筑物用于进行军品研制及生产活动，使用期限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３）临时用地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１处临时用地，具体如下：
根据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 《关于批准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土地的通知》（锡滨临用【２０１８】６号），发行人临时使用位于滨湖区胡
埭镇莲杆村２，３５５．９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厂房项目施工设备、建材临时堆放场
所及工棚，使用期限两年。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主管土地部门已对该土地恢复原状情况进行
了现场验收，发行人不再继续使用该地块。

２、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注：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尚未取得续展后的新的商标证
书。

３、专利
（１）自有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拥有５２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３１项，实

用新型专利２１项，均为原始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 申请号
权利
人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权利期限 取得

方式

１ 一种升船机安全机构
锁定块及其制造工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
０５２４３２．２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３．２．１８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 一种核电管道件材料
锻件及制造工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
０５２４２８．６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３．２．１８ ２０１５．２．４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３ 一种大型风电回转支
承锻件及其制造工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
０５２４５１．５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３．２．１８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４
一种抗氢和抗硫化氢
腐蚀钢锻件及其生产
工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
０９７１９１．３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３．３．２６ ２０１４．１０．８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５
一种马氏体不锈钢锻
件及其锻轧热处理一
体化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
０９７１１５．２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３．３．２６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６ 一种奥氏体不锈钢锻
件及其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
０９７１９２．８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３．３．２６ ２０１４．１０．８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７ 叶环锻件及其制作工
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
００６２５８．２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７ 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８ 一种双相不锈钢锻造
成型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
５７３８９５．８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２０１６．５．２５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９ 一种高筒形铝合金锻
件的锻造成型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
５７３２８８．１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２０１６．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０ 一种防止高筒形锻件
飞边的冲孔方法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
５７４０５１．５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２０１６．６．８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１ 一种提高马氏体耐热钢
冲击性能的锻造方法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
５８１３６２．４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２０１６．６．８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２ 一种 ２００公斤 级ＴＣ４－
ＤＴ钛合金改锻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０１７７５５．７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１．１４ ２０１６．６．８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３ 一种超大规格铝合金矩
形环的锻造成型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０３４５６６．０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１．２３ ２０１７．２．２２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４ 一种铝合金高筒件加
工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１５７５２８．４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４．３ ２０１７．１．４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５ 一种ＧＨ３６１７Ｍ高温合
金锻件的锻造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２３８６４４．９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５．１２ ２０１７．１．２５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６ 一种用于铝合金锻件的
冲孔方法及冲子结构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２６９４１４．９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５．２５ ２０１７．７．７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７ 一种Ｔ型高温合金ＧＨ３６
１７Ｍ锻造加热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２６９３８１．８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５．２５ ２０１６．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８ 一 种 ５００Ｋｇ级 ＧＨ３２３０
高温合金的锻造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２６９４９７．１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５．２５ ２０１６．９．２１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１９
一 种 减 少 ＮｉＣｒ２０ＴｉＡｌ
环锻件棱角裂纹的锻
造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
４９１３４５．６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５．８．１１ ２０１７．８．１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０ 一种用于薄壁铝合金锥
体精加工的加工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１０８４１９．８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２．２９ ２０１８．７．２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１ 一种铝合金锻造辗环
润滑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１０８４１８．３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２．２９ ２０１８．２．９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２ 一种Ｌ形铝合金环锻件
的冷压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７９９０３８．９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１８．２．１３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３ 一种钛合金环坯重变
形细化晶粒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７８９５９６．７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１８．１．３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４ 一种铝合金冷环轧消
除应力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７９２６６６．４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１８．５．２９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５ 一 种 ７０８５铝合 金的 锻
造和热处理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７８３４３０．４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１７．８．２５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６ 小口径大锥度锥形环
形件锻造成形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７８５２１９．６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１８．６．８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７ 一种高强度铝合金环
锻件的制造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
７９２０１８．９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１８．７．１３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８ 一种大型高温合金高筒
形锻件分段轧制方法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
７４９２６６．４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８．７．１０ ２０１９．９．２７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２９ 一种ＧＨ３１２８高温合金
晶粒均匀化方法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
７４９２４４．８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８．７．１０ ２０１９．１１．１５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０ 一种高温合金分段胀
形方法

ＺＬ２０１９１０
２８７２６２．３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９．４．１１ ２０２０．６．２３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１
一种７５０°Ｃ级高温合金
锻件的锻造和热处理
工艺

ＺＬ２０１９１０
１０１８０５．８

派克
新材 发明 ２０１９．１．３１ ２０２０．６．１６ 自申请日

起算２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２ 一种巨型尺寸铝合金
环锻件机加工刀具

ＺＬ２０１７２０
９３６３３６．８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７．７．２８ ２０１８．２．９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３ 铝合金锻造冲孔冲头 ＺＬ２０１７２０
９４９１６０．Ｘ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７．７．２８ ２０１８．２．９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４ 一种铝合金自由锻造
工装

ＺＬ２０１７２０
９３５４８５．２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７．７．２８ ２０１８．３．１６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５ 一种合金丝缠绕装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２
２２２２８１．１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２０１９．９．２４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６ 一种铝合金板材校直
装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２
２１５１８６．９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２０１９．９．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７ 一种合金用平磨装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２
２２１９１６．６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２０１９．９．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８ 一种硬质合金粉末置
料容器

ＺＬ２０１８２２
２２７４３０．３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２０１９．９．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３９ 一种硬质合金烧结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２
２２２１２４．０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２０１９．９．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０ 一种合金棒材挤出模
具

ＺＬ２０１８２２
２２７２１２．Ｘ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２０１９．１０．１５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１ 一种铝合金加工件喷
涂装置

ＺＬ２０１８２２
２２７６１４．Ｘ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２０１９．１０．２９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２ 一种锻造件的下料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５３５５３８．０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４．１９ 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３ 一种锻造用钢坯加热
装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５３５５４５．０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４．１９ ２０１９．１２．１３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４ 一种可翻转式正反锻
造装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５３５５４８．４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４．１９ ２０１９．１２．１３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５ 一种锻造用锻后冷却
装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５３５５４９．９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４．１９ ２０１９．１２．１７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６ 一种锯床的可移动限
位装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６３８９０２．６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５．７ ２０１９．１２．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７ 一种锻造用装取料机
械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６３８９２８．０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５．７ ２０１９．１２．１７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８ 一种具有废气处理功
能的箱式电阻炉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６３８９５３．９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５．７ ２０１９．１２．２７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４９ 一种带有出料装置的
铝合金加热炉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６３９０５１．７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５．７ ２０１９．１２．２７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５０ 一种可定位的装料机
械手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６３９０５４．０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５．７ ２０１９．１２．１０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５１ 一种用于双相钢Ｙ型轴
管成型的工装

ＺＬ２０１９２０
２０４７６５６．Ｘ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１１．２２ ２０２０．６．２６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５２ 一种用于法兰锻造成
型的模具

ＺＬ２０１９２２
０４１６６５．８

派克
新材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９．１１．２２ ２０２０．６．２６ 自申请日

起算１０年
原始
取得

（２）被许可使用的专利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２日，中南大学与派克有限签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将其拥

有的发明专利 “一种Ａｌ－Ｚｎ－Ｍｇ－Ｃｕ系铝合金的时效处理工艺 ”（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８２４７．８）许可派克有限独占使用，许可期限５年，自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２日
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使用费１０万元，该合同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进行了备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发行人与中南大学提前解除该专利实施许可合
同，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了备案注销手续。

４、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３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取得方式 首次发
表日

１ 车间物联网设备物联互通综合管控系统Ｖ１．０ ２０１８ＳＲ１０７７５９１ 派克新材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６．１４
２ 数字化生产车间信息网络服务器运维监管平台Ｖ１．０ ２０１８ＳＲ１０７５５３４ 派克新材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９．２０
３ 数字化生产制造综合管理系统Ｖ１．０ ２０１８ＳＲ１０７５５２９ 派克新材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１２．５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是玉丰和宗丽萍为

夫妻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是玉丰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为派克贸易、众智恒达、宏硕软件、灵芯智能。 派克贸易无实际经营活动，与发
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众智恒达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与发行人不存在同
业竞争；宏硕软件从事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及服务，尚未开展实质经营，与
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灵芯智能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电子科技、物联网等的
技术开发，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宗丽萍除控制发行人和宏硕软件外，不
存在控制的其他企业。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玉丰和宗丽萍已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二）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服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锡西石化 加工及修理费 － ３００．４９ ２６８．３１
占采购总额的比重 － ０．６３％ ０．８５％

（２）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锡西石化 销售商品 － １５．５１ ４５．４７
宏昌气动 销售废铝 － ２．５８ －

合计 － １８．０９ ４５．４７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 ０．０３％ ０．０９％

（３）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津贴等，该等关联交易仍将

持续进行，具体金额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薪酬总额（万元） ５４３．８７ ４９５．８８ ３６５．０３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宗丽萍向发行人提供委托贷款，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委托人 受托人 借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债务是否
履行完毕

１ 宗丽萍 中国农业银行
无锡滨湖支行 发行人 ３，０００．００ ４．７８５％ ２０１６．８．２９－

２０１７．８．２８ 是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于规定时间内将本金及利息通过受托人归还予委托人。
（２）关联担保
关联方为发行人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发行人从银行获得融资，对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关联担保均
为接受关联方担保，未向关联方提供担保，报告期内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银行
担保金额
（万元 ） 担保期限

报告期末主
债务是否已
履行完毕

１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５．１７－２０１７．５．１７ 是

２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０１８．１．１９ 是

３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９５４．００ ２０１７．３．３０－２０１８．３．２９ 是

４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１８．６．２６ 是

５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８．９－２０１８．８．６ 是

６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６．２６－２０１９．６．２５ 是

７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９．２６－２０１９．９．２６ 是

８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８－２０１９．１０．８ 是

９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９．７－２０１９．９．６ 是

１０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２０１９．１２．１１ 是

１１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１．２９－２０１９．１１．２８ 是

１２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５．１７－２０２０．５．１６ 否

１３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２４－２０２０．６．１６ 否

１４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２４－２０２０．６．２３ 否

１５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９．２０－２０２０．９．１６ 否

１６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１－２０２０．１１．１ 否

１７ 是玉丰、宗丽萍 发行人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８－２０２０．１１．８ 否

注：
①序号１系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在南京银行无锡无锡分行的借款提

供最高额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为１，０００万元，实际借款１，０００万元。
②序号２、３、４系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在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的借

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为４，０００万元，实际借款３，４５４万元。
③序号５系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在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的借款提供最

高额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实际借款３，０００万元。
④序号６系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在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的借款提

供最高额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实际借款１，０００万元。
⑤序号７、８、１６、１７系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在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的借

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实际借款３，０００万元。
⑥序号９、１０、１３、１４、１５系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在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

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为１５，０００万元，实际借款９，０００万元。
⑦序号１１和１２系是玉丰和宗丽萍为发行人在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的借

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担保金额为６，０００万元，实际借款５，０００万元。
⑧是玉丰和宗丽萍还为宁波银行无锡分行５，０００万元的最高债权进行担

保，担保期限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截止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
行人尚未提款。

（３）关联方为发行人代付费用
２０１７年１－５月，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曾为发行人代付部分员工

薪酬，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账户直接汇入员工个人账户，金额为１２７．８８
万元，上述代付行为相关的员工薪酬已计入发行人当期成本费用，不存在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代发行人承担的情形，上述代付薪酬已于报告期内结清，未
计提利息。

３、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往来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应付票据 锡西石化 － １９７．６４ －
应付账款 锡西石化 － ３．０３ １５０．０３
应付账款 派克贸易 － １１７．２１ １１７．２１

其他应付款 是玉丰、宗丽萍 － － ５２９．９２

（三）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关联方向发行人提供资金周转，以及关联方为发行人借款提供
担保， 有力地支持了发行人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缓解了发行人当时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发行人当时经营活动的开展。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锡西石化和宏昌气动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涉及金
额较小，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具有重大影响。

总体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
响较小。

（四）关联交易制度执行情况及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１、关联交易履行程序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已按照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２、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审阅了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

交易情况，认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建立在双方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定价方法遵循了国家的有关规定，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
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年
龄

任职起止
日期

简历 兼职
２０１９年
薪酬

（万元）

持有公司
股份情况
（万股）

与公司
其他利
益关系

是玉丰

董事
长、
总经
理

男 ４３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 ４月任派克贸易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
２００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任派克特钢监事 ；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派克有限总经
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派克有限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发行人董事长兼总
经理 、众智恒达执行事务合伙人 、宏硕软
件监事、灵芯智能监事 。

众智恒达执行
事务合伙人 、

宏硕软件监事、
灵芯智能监事

７０．００
直接 ／间接
合计持股
２，６２０．７０

无

宗丽萍 董事 女 ４１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２００２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６月任派克贸易会计 ；
２００５年７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月任派克特钢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
派克有限监事 。 现任发行人董事 、宏硕软
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

宏硕软件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００ 直接持股

４，０２７．００
无

是小平 董事 男 ５０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自２００１年４月至今任无锡市宏昌气动成套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
今历任公司销售经理、董事。

宏昌气动执行
董事 、总经理 ５９．００ 直接持股

５０．００
无

李陆斌

董
事 、
财务
总监

男 ４８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任无锡特瑞堡减震
器有限公司财务 、 副经理 ；２００６年９月至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无锡东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师；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江苏鑫南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任无锡军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副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
任派克有限财务总监；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
９月任发行人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
２０１８年９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 ３９．９６
直接 ／ 间
接合计持
股４０．００

无

韩木林
独立
董事

男 ５６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８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任冶金部包头钢
铁设计 研究院 总设计师 ；１９９８年 １２月 至
２００１年 ９月 任 中 国 锻 压 协 会 项 目 经 理 ；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任中国锻压协会
副秘书长 。 现任发行人独立董事 、江苏金
源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
锻压协会副理事长 、《锻造与冲压 》杂志社
有限公司监事。

江苏金源高端
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
事 、中国锻压

协会副理事长、
《锻造与冲压》
杂志社有限公

司监事

６．００ － 无

杨东汉
独立
董事

男 ３８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０６年７月任睢宁县李集镇人
民政府司法所办事员 ；２００６年８月至今任江
苏开炫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２０１７年９月至
今任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２０１７年６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无锡洪汇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
事、江苏开炫律
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

６．００ － 无

王忠
独立
董事

男 ５１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５年５月任无锡市第六纺织
器材厂职员 ；１９９５年５月至１９９７年９月任无
锡市大亚鞋业有限公司职员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至２０００年１月任无锡市人民审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４月任无锡
宝光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项目经理 ；
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任无锡大众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２００４年２月至
２００５年８月任无锡公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副所长；２００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任无
锡天诚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副所长 ；
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任东台华夏中诚财
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任无锡华夏中诚会计
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主任会计师；２０１５年５
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至今
在无锡华夏中诚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工作。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无锡市投协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华夏中诚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
锡华夏中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无锡市投协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江
苏华夏中诚投
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无锡华夏中矿
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

６．００ － 无

陆凌娟
监事
会主
席

女 ３４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月任公司营销部销
售内勤 ；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任公司销
售部副部长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今历任发行人
监事会主席 、营销部副部长、营销部部长。

－ ２９．６１ 直接持股
５．００

无

管竹君 监事 女 ３２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任公司销售助理 ；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今历任发行人监事 、 销售助
理、营销部副部长。

－ ２４．１２ － 无

钱小兵
职工
监事

男 ３１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任派克有限技术
员；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派克有限生
产部计划科副科长 ；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６
月任发行人生产部计划科副科长 ；２０１７年
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任发行人普材生产部副
部长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今历任发行人监事 、普
材生产部副部长、物流采购部部长。

－ ２６．６４ 直接持股
５．００

无

刘波
董事
会秘
书

男 ３３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 ３月任派克有限行政
部部长 ；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
９月人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８年９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助理。

－ ４０．１２ 直接持股
１５．００

无

范迓胜
副总
经理

男 ５１ ２０１９．５．７－－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１０年９月任职江苏锡钢集团有
限公司 ， 历任财务部部长 、 副总会计师 ；
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任无锡国联环保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兼任无锡华
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法 务部部长 ；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４月任江苏亚太安信
达铝业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年１月起至２０１４
年８月任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
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４月任江苏国光重型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９年４月
任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２０１９年５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 ４０．００ － 无

李姚君
副总
经理

男 ５０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８９年７月至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任常州矿山机械
厂销售部经理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任上海朝阳建材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１９９５年１月至 ２００１年７月任常州维德矿山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销 售 经 理 ；２００１年 ８月 至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常州减速机总厂有限公司
销售处长 ；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任常州
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年
６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 ４０．０９ 直接持股
３０．００

无

宗伟
副总
经理

男 ４６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８９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 ７月任无锡市胡埭轿
车修配有限公司设备部电工 ；２００４年 ５月
至２００６年７月任派克贸易销售经理 ；２００６
年６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 ３４．４４ 直接持股
５０．００

无

言国华
副总
经理

男 ４９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国营无锡县缫
丝厂车间员工；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５月任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办公
室员工；２００３年５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任泰康人寿
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无锡中心支公司总
经理办公室经理；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任
无锡江海精密环件锻造有限公司办公室副
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９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 ３４．４４ 间接持股
３４．００

无

刘峰
副总
经理

男 ４５ ２０１９．２．１８－
２０２２．２．１７

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先后任贵州安大航
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工艺室技术
员、技术中心工艺室主任、技术中心副主任、
自由锻分厂厂长、副总经理、总经理；２０１５年
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任中航天地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任
发行人特材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９月至今
任发行人副总经理、特材事业部总经理。

－ ６０．００ －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是玉丰和宗丽萍， 宗丽萍为是玉丰之配

偶。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是玉丰直接持有发行人３０．１９％的股份，通
过派克贸易间接控制发行人１．０２％的股份， 通过众智恒达间接持有发行人
１．２５％的股份，宗丽萍直接持有发行人４９．７２％的股份，因此，是玉丰和宗丽萍合
计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８２．１７％的股份，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是玉丰先生，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出生，中国国籍，公民身份证号码为３２０２２２１９７６１００４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是玉丰先生于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
月任派克贸易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０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３
年１月任派克特钢监事；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派克有限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派克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众智恒达执行事务合伙人、宏硕软件监事、灵芯智能监事。

宗丽萍女士，１９７８年１月出生，中国国籍，公民身份证号码为３２０２２２１９７８０１１１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宗丽萍女士于２００２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６
月任派克贸易会计；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任派克特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任派克有限监事。现任发行人董事、宏硕软件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合并报表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８，５７７．４６ ９，７０５．８６ ８，９１９．０４
应收票据 １１，６８５．７６ ９，２１０．８０ ４，４７１．２４
应收账款 ２９，１３９．４９ ２１，４９０．６１ １９，８３０．６２
应收款项融资 １１，１４６．００ － －
预付款项 ２，５８２．０２ ４，０２６．９２ １，２３０．１７
其他应收款 １２８．８３ １３０．０２ ７８．０８
其中：应收利息 － １４．２９ －
存货 １５，９０５．６３ １９，９４２．９８ １１，７８１．４６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３５．６９ １０２．７９ ５８０．６８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９，５００．８９ ６４，６０９．９８ ４６，８９１．３１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１５，２２４．７８ １５，６１４．３４ １７，０１２．６５
在建工程 ９，０３３．１０ １，３７５．０７ ９．４９
无形资产 ３，６０６．４３ ３，６３０．８８ ３，７１２．０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５１６．３３ １，０６４．０４ ４７１．３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４，１２０．４０ ９５．６０ ２８８．６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３，５０１．０４ ２１，７７９．９３ ２１，４９４．１４
资产总计 １２３，００１．９２ ８６，３８９．９１ ６８，３８５．４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９，３２６．７３ ７，１４２．６９ ３，０８０．５９
应付账款 １３，２７８．０５ １１，１７２．６６ ９，９９１．４７
预收款项 １，３０９．５８ ３，２５９．５０ １，６４２．３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２６．０２ １，２１８．１９ ９５５．２７
应交税费 １，３０８．７２ １，２８７．６４ ２，２３６．１６
其他应付款 １，１７７．２３ ６６．２０ ７０７．３２
其中：应付利息 １９．１４ １３．１６ １０．８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１，６２６．３２ ３３，１４６．８８ ２６，１１３．１５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１００．００ － －
递延收益 ５，９６８．４７ ４，２３５．１７ ４，２６２．７４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０４．８４ ９６．０９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２７３．３０ ４，３３１．２６ ４，２６２．７４
负债合计 ５７，８９９．６２ ３７，４７８．１４ ３０，３７５．８９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８，１００．００ ８，１００．００ ８，１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０，８６４．６５ ２０，８６４．６５ ２０，８６４．６５
盈余公积 ３，６０９．６７ １，９９１．５６ ９０１．６３
未分配利润 ３２，５２７．９８ １７，９５５．５６ ８，１４３．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５，１０２．３０ ４８，９１１．７７ ３８，００９．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５，１０２．３０ ４８，９１１．７７ ３８，００９．５５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３，００１．９２ ８６，３８９．９１ ６８，３８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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