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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市场竞争力和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下

游行业需求不断增加，销售额不断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主营业务收入 32,138.89 99.66 61,977.25 99.68 58,140.57 99.53 55,246.28 99.59
其他业务收入 110.21 0.34 197.82 0.32 275.34 0.47 225.66 0.41

合计 32,249.11 100.00 62,175.07 100.00 58,415.91 100.00 55,471.95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55,471.95万元、58,415.91万元、62,175.07万元和
32,249.11万元。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碳酸钾、碳酸氢钾、盐酸氨丙啉、含氟精
细化学品和氯化铵的销售。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超过99.50%，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的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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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机盐产品 20,967.83 65.24 42,403.44 68.42 40,825.39 70.22 34,776.96 62.95
其中：碳酸钾 16,155.22 50.27 33,820.20 54.57 32,669.71 56.19 28,800.81 52.13
碳酸氢钾 3,428.84 10.67 5,620.69 9.07 5,014.27 8.62 4,039.53 7.31
氯化铵 1,383.78 4.31 2,962.56 4.78 3,141.41 5.40 1,936.62 3.51
盐酸氨丙啉 5,124.61 15.95 8,374.27 13.51 5,826.92 10.02 7,067.29 12.79
含氟精细化学品 4,166.45 12.96 6,644.99 10.72 5,867.60 10.09 5,212.34 9.43
贸易及其他产品 1,880.00 5.85 4,554.55 7.35 5,620.66 9.67 8,189.69 14.82

合计 32,138.89 100.00 61,977.25 100.00 58,140.57 100.00 55,246.28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碳酸钾、碳酸氢钾、盐酸氨丙啉、含氟精
细化学品和氯化铵等产品的销售。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97.29 11,309.30 3,877.44 4,863.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8.31 -6,167.54 -2,714.65 -1,892.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80 -2,761.91 -2,347.75 -2,076.6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9.86 -5.82 1.85 -22.7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69.32 2,374.02 -1,183.11 871.4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81.29 5,311.97 2,937.96 4,121.06

4、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1）财务状况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长，资产规模持续增大，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

的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将继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和非流动
资产占比符合公司自身和行业特点。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陆
续投入，公司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非流动资产将会进一步增加；同时，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配备一定的流动资金， 且新增的产量将会促进存货和应收账款
等流动资产增加，从而资产规模也将大幅提升，公司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占比仍
将维持相对合理的水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随着产能的增加，公司的盈
利能力将持续增长，并将产生充足的现金流。总体而言公司财务状况将更加健康，公
司整体实力将大幅提升。

（2）盈利能力趋势分析
公司依赖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品牌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建立了稳

定的生产及销售模式，在主要产品细分行业内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公司客
户所在行业涵盖农药、医药、食品、化工等多个领域，公司与其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
关系，且稳定持续地获得产品订单。此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随着产能的
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持续增长。

（六）股利分配政策
1、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及《利润分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的股利分配政策

如下：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

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根据
公司盈利状况和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等因素制订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
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利润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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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保证现金分

红比例的前提下，考虑到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公司可以
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3）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①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当年盈利或公司报表滚存的可分配利润为正数， 则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公司报表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最近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同期实现可分配利润的年平均值。

存在下述情况之一时， 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比例可以低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A、公司报表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0.1元；
B、公司未来12个月内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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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收购资产
或购买土地、新建厂房、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
产的20%；C、当年经审计后的合并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上。

② 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 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

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2、报告期内实际分红情况
2017年8月30日， 经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 公司以总股本

41,500,0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50元（含税），合计现金分红2,282.50万
元。本次权益分派的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9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9月14日，权益
分派对象为截至2017年9月13日下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018年5月15日，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总股本41,500,000股为
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00元（含税），合计现金分红2,075.00万元。本次权益分
派的权益登记日为2018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7日，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
2018年6月6日下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019年5月21日，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总股本45,000,000股为
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00元（含税），合计现金分红2,250.00万元。本次权益分
派的权益登记日为2019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28日，权益分派对象为截
至2019年6月27日下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020年3月31日，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总股本45,000,000股为
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合计现金分红1,350.00万元。本次权益分
派的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4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4月20日，权益分派对象为截
至2020年4月17日下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及分配情况
经公司2019年3月29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若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批准并成功发行， 则本次发行之前所滚存的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4、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订〈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公司发行上市后的
股利分配政策为：

（1）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应从公司盈利情况和

战略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应保持持续、稳定的利
润分配制度，注重对投资者稳定、合理的回报，但公司利润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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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坚持如下原则：

① 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② 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③ 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原则；
④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的原则。
（2）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条件及比例
①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

利润。优先采用现金分红。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
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
合理因素。

② 现金分红的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应该进行现金分红；在不满足以下条件情况下，公司

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进行现金分配：
A、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B、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C、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D、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a.�公司未来12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b.�公司未来12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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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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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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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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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
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10%。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两年为负数时， 公司可不进行高比例现
金分红；公司当年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时，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④ 公司实施股票股利应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

为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提出
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A、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B、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

体利益；
C、发放的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的比例符合本章程的定规定；
D、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的其他条件。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议案》。2019年3月29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议
案》，并授权董事会负责实施。2020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对拟使用募集资金额进行了调整。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1,5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不低于25%。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建设期 项目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额

1 年产2.5万吨碳酸钾和1.5万吨碳酸氢
钾项目 大洋生物 2年 20,880.95 17,868.12

2 含氟精细化学品建设项目 福建舜跃 2年 19,843.70 16,980.26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大洋生物 - 4,000.00 3,421.31
合计 - - 44,724.65 38,269.69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和付款情况，通过
银行借款或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投资款项。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用募集资金

置换已投入的自筹资金。若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公司将通过间接融资或
自有资金予以补充，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备案、环境评价批复等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代码 环评批复

1 年产2.5万吨碳酸钾和1.5万吨
碳酸氢钾项目 2017-330182-26-03-030037-000 建环审批[2018]A012号

2 含氟精细化学品建设项目 2019-350781-26-03-005431 南环保审函 [2019]35号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一）年产2.5万吨碳酸钾和1.5万吨碳酸氢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大洋生物，利用公司现有部分厂房和存量土地，新建碳酸氢铵

化料系统、氯化钾化料精制系统、离子交换系统、蒸发结晶系统，同时扩建煅烧烘干包
装车间，新建二氧化碳精制脱硫及液体CO2储存汽化装置、碳化系统、碳化厂房及中
转仓库、成品仓库，新增氯化铵蒸发、结晶和干燥系统。项目建设在公司现有区域内，
土地、房产等证书文件编号为浙（2017）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16949号、浙（2019）建德市
不动产权第0001300号、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01291号，不涉及新增用地。项目
建成后，预计形成年产2.5万吨碳酸钾和1.5万吨碳酸氢钾的生产能力。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20,880.95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7,451.08万元，铺底流动资金3,429.87

万元。建设投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一 工程费用 14,823.43 84.94%

1 建筑工程 2,596.65 14.88%

2 设备购置 7,919.49 45.38%

3 主要材料 2,446.18 14.02%

4 安装工程 1,861.11 10.66%
二 其他费用 1,334.98 7.65%
三 基本预备费 1,292.67 7.41%

合计 17,451.08 100.00%

（二）含氟精细化学品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舜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车间、2#车

间、无水氟化氢罐组（改造）、溶剂罐组、液氯罐组、液氨罐组、丙类罐组、装卸栈台2、装
卸栈台3等。项目建设在福建舜跃现有土地上进行，土地证书编号为闽（2018）邵武市
不动产权第0011820号。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00吨4,4一二氟
二苯甲酮、2,100吨氟苯等含氟精细化学品的生产能力。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19,843.7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7,472.3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2,371.39

万元。建设投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一 工程费用 14,458.71 82.75%

1 建筑工程 3,490.70 19.98%

2 设备购置 6,310.69 36.12%

3 主要材料 2,345.78 13.43%

4 安装工程 2,311.54 13.23%
二 其他费用 1,719.35 9.84%
三 基本预备费 1,294.25 7.41%

合计 17,472.31 100.00%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随着公司营业规模的持续增长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 公司产品和业

务规模将继续扩展和延伸，日常运营所需的资金规模将持续上升。公司计划将本次募
集资金中的3,421.31万元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三、募投项目前景分析
（一）年产2.5万吨碳酸钾和1.5万吨碳酸氢钾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产品为高规格等级的食品级、优等品级碳酸钾和碳酸氢钾，消

费市场主要集中在食品、农药和医药领域。
食品方面，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已经过长期系统的科学检验。在我国食品工业高

速发展的背景下，食品添加剂行业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
提高，越来越多的健康人群开始认识和接受低钠饮食，食品加工厂家也意识到低钠食
品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空间，这些都为碳酸钾、碳酸氢钾在食品加工领域应用的快速
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农药方面，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药产量逐年上升，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
生产国，近年来产量趋于稳定。“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了对甲胺磷等五种高毒有机
磷农药的替代，并增加了一批高效、低残留农药品种，使得农药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
改善。未来市场对农药新品种的需求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作为农药生产过程中的催化
剂，碳酸钾需求也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医药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总量增长和社会老龄化程度提高，全球医药市场
持续增长。尽管行业增速在近年来有所放缓，但整体需求依然强劲，特别是新兴市场
的快速增长将继续推动全球医药行业的发展。

下游食品、农药、医药等领域的强劲需求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市场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二）含氟精细化学品建设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产品4,4-二氟二苯甲酮、氟苯等属于含氟中间体。含氟中间体

及其下游衍生物具有明显的增强有机物极性、稳定性和亲油性的特点，在促进品种系
列化、增强性能优异性、提高功能高效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泛应用于生产新
型高分子材料、农药中间体和医药中间体等。

1、新材料中间体行业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4,4一二氟二苯甲酮是生产新一代特种工程塑料聚醚醚酮

（PEEK）树脂的关键原料。工程塑料相对于通用塑料在机械性能、耐久性、耐腐蚀性、
耐热性等方面能达到更高的要求，可替代金属材料，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汽车、
建筑、办公设备、机械等行业，是当今世界塑料工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据市场调
研机构Research� and� Markets报告显示， 全球工程塑料市场2012年产量约为1,960万
吨，年增长率均保持5%左右，2020年有望突破3,000万吨；在产值方面，工程塑料的需
求年增长率为7.9%，2014年行业总产值约为725亿美元， 预计2020年总产值可达1,137
亿美元。

工程塑料主要分为通用型和特种型，特种工程塑料是指长期使用温度在150℃以
上、综合性能优异的结构型聚合物材料，主要包括聚醚醚酮（PEEK）、聚苯硫醚（PPS）、
液晶聚合物（LCP）、聚砜（PSF）和聚酰亚胺（PI）等。特种工程塑料具有耐高温、高强
度、耐磨、耐疲劳、自润滑等特殊性能或功能，主要用来满足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的
特殊需求，目前其应用领域已扩展到电子电气、交通运输、医疗器械和机械制造等领
域，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市场调研机构日商环球讯息有限公司出具的市场调查报告书《聚醚醚酮
（PEEK）的全球市场成长，趋势，预测（2019年～2024年）》，全球聚醚醚酮（PEEK）市场
从2019年到2024年的预测期间内，预计将保持6.8％以上的年复合成长率。同时，随着
发展中国家对聚醚醚酮的需求力度不断增加，未来几年，中国、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
场有望成为推动全球聚醚醚酮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我国特种工程塑料将持续受益于“以塑代钢”规划。所谓“以塑代钢”是指以塑料
替代金属材料应用于制造行业。汽车领域、电子电器、工业、医疗等领域的应用日渐广
泛，但目前国内依然大量依赖进口，进口替代将成为国内行业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
此外，由于聚醚醚酮优良的性能，在我国被视为战略性国防军工材料。所有这些都为
聚醚醚酮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行业机遇。

2、含氟农药中间体行业
在农药方面，我国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之一，也是生产农药数量最多的国家。生

产出来的农药产品满足本国农药使用同时，农药总产量的半数出口，是名副其实的农
药出口大国， 目前我国农药出口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度全国农药需求
总量为33.33万吨，比2015年度微增；2017年度农药需求总量34.5万吨，呈现小幅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药市场渠道的变化，我国农药原药和制剂出口比重结构优化
日益明显，现在制剂占出口量的六成多，除草剂量最大，其次是杀虫剂和杀菌剂，以非
专利大宗产品为主，品种超过400个，2017年出口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10个产品为草甘
膦、百草枯、吡虫啉、烯草酮、毒死蜱、莠去津、麦草畏、阿维菌素、甲磺草胺、百菌清。
2017年我国农药出口总数量为150.90万吨，金额72.80亿美元，分别占进出口总数量和
总金额的96.30%和91.50%。

传统农药由于毒性、抗性及对环境影响等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开发高
活性、高选择性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农药已是必然趋势。由于氟原子的特殊结构，在农
药等领域中展现出良好的特性。利用含氟活性基团与其它活性基团间的组合、已知含
氟中间体、已知含氟农药分子结构中引入其它基团、利用已知靶标进行新化合物设计
等，可实现有针对性的杀灭杂草、有害昆虫。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国际上新开发的
86种化学农药中，含氟化合物有34种之多。含氟新农药已成为当今世界农药开发的热
点，采用氟化理论、高效氟化试剂、氟化通用技术、氟化技术工程化等对含氟农药关键
技术进行创新，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于含氟有机中间体具有独特的稳定性和生理活性， 合成的含氟药物以及含氟
农药在治疗疾病和农业的发展中均发挥着独特的功效。 本项目生产的含氟系列产品
属于含氟类传统药物及中间体产品的上游产业，产品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广阔。

3、含氟医药中间体行业
近年来，我国制药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医药制造业市场规模逐年增长。从

2011年到2016年， 全国医药制造业企业收入从14,522.05亿元增加到28,062.90亿元，复
合增长率达到14.08%，我国医药制造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其中我国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行业市场规模也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2011年我国化学药品制剂制造行业企业实
现收入总额4,104.98亿元，2016年增长到7,534.70亿元，2011-2016年复合增长率也达
到了12.91%； 细分到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行业， 由于其与医药中间体的市场直接相
关，其市场情况能更直接地反映医药中间体市场情况。

医药中间体行业是医药行业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 各类医药中间体产品的市场
规模及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下游相应的合成药物特别是含氟药物市场的发展状况。
目前，国内许多含氟药物已经成为治疗某些疾病的主要品种，含氟药物成为合成药物
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如氟氯西林、氟喹诺酮类抗感染药物、抗抑郁药物氟西汀、抗真菌
药物氟康唑等药物在临床使用中占比较高，且含氟医药新品种仍在不断的开发之中。
1970年市场上只有2%的含氟药物，到2017年则增加到了34%。有机氟化合物的化学稳
定性和生理活性明显高于别的化合物，并且具备较强的脂溶性和疏水性，含氟药物的
主要应用市场是含氟类抗感染药，具有药效高、耐交叉使用、广谱抗菌、毒副作用小且
价格适中的特点，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抗感染药物品种，它主要包含的药物有氟氯西
林、诺氟沙星、氧氟沙星、氟罗沙星、莫西沙星等。我国重点城市医院用药市场中抗感
染药物市场销售规模整体保持增长态势，2018年我国重点城市医院用药市场中抗感
染药物市场销售规模达到251.04亿元，同比增长7.96%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销售地区相对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农药、医药、食品、化工等行业的制造企业及贸易

商，客户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报告期内，公司在华东地区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0.04%、62.61%、56.25%和55.00%，华东地区是公司销售收入的主
要来源区域。公司在华东地区已经稳固建立了品牌、渠道和客户优势，同时，公司通过
各种措施积极拓展销售区域， 但如果主要客户发生经营风险， 或发生不再续约等情
况，而公司在短期内又无法开拓新客户，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无机盐制造行业和兽用药品制造行业， 公司为国内轻质碳酸

钾、碳酸氢钾行业的龙头企业，以及全球盐酸氨丙啉的重要生产企业之一。多年来，公
司凭借技术、安全生产、环保、产品质量等优势，在行业内保持领先地位，但随着行业
的发展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公司主要产品仍面临其他企业的有力竞争，这直接对公司
的市场维护及开拓形成竞争压力。

尽管经过长期的持续发展，公司在轻质碳酸钾、碳酸氢钾、盐酸氨丙啉细分市场
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但如果在市场发展的情况下，公司产品技术升级、营销网络构
建、销售策略选择等方面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风险将会加大，可
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从而导致公司市场占有率下降。

（三）部分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风险
公司产品盐酸氨丙啉和含氟精细化学品属于有机化学品， 其中盐酸氨丙啉的主

要原材料为盐酸丁脒，含氟精细化学品的主要原材料为3-氯-2-甲基苯胺，生产厂家
数量相对较少。 公司与盐酸丁脒和3-氯-2-甲基苯胺生产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保障原材料的质量、供货及时性，但随着国内环保和安全生产标准逐步提高，
综合整治力度不断加强， 该等生产企业若发生经营风险， 可能导致盐酸丁脒和3-氯
-2-甲基苯胺不能及时供货，也可能引起盐酸丁脒和3-氯-2-甲基苯胺价格上涨，将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汇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金额分别为14,312.90万元、12,596.09万元、14,653.16万元

和7,862.68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5.91%、21.66%、23.64%和24.46%，比例
较高。公司出口业务主要以美元报价和结算，而汇率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
化而波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公司可以通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等方
式来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但如果汇率发生大幅度的波动，将对公司
的出口销售、经营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五）人才缺失的风险
公司主要管理团队拥有四十余年的无机盐制造行业经营管理经验，同时，公司经

过多年的积累，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公司已制定有效的薪酬标准
体系，并建立了有效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同时，重要的优秀人才持有公司部分股权，
以上措施有利于保持生产、研发和销售团队的稳定性。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公司对行业内专业人才的需求将相应增
加。因此能否维持现有人才队伍的稳定，并不断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关系到公司能
否继续保持行业内的竞争优势以及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公司如果不能做好
专业人才的稳定和培养工作，造成人才的缺失，将对公司的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阳贵、陈旭君合计直接持有公司12.55%股权，根

据陈荣芳、陈旭君、曾邵平、汪贤玉、仇永生、涂永福、关卫军、郝炳炎与陈阳贵签署的
《一致行动协议》，陈阳贵和陈旭君合计控制公司35.77%的股份。根据本次发行方案，
发行后陈阳贵、陈旭君控制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下降至26.83%。

公司股权相对分散，将使得公司有可能成为被收购对象。如果公司被收购，可能
会由于控制权的变化给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等带来一定影响。同时，如果未来，公司实
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发生较大变化， 可能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

（七）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6.89%、

19.49%、15.67%和9.58%，盈利能力较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
增加，但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达产需要一定的周期，其经济效益需随
时间逐步发挥。若发行后公司的净利润不能与净资产的增长保持同步，将存在净资产
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

和市场基础，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现有技术
基础、对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等因素作出的。在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
公司面临产业政策变化、市场变化、技术发展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对募投项目实施有
较大影响。

（九）产能扩大导致的产品销售风险
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公司决定本次募集资

金投向为年产2.5万吨碳酸钾和1.5万吨碳酸氢钾项目、含氟精细化学品建设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公司将新增年产2.5万吨碳酸钾、1.5
万吨碳酸氢钾、3,200吨含氟精细化学品的生产能力，产能较目前有较大幅度增长。

新增产能对公司的市场开拓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未来客户需求增长放缓，
或公司新市场拓展进展不畅，将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产生销售风险。

（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固

定资产将增加29,202.21万元，按照公司目前的会计政策，项目建成后公司每年新增固
定资产折旧费用2,564.42万元。若由于市场出现变化等因素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预期收益难以实现，则公司存在因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大幅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十一）国外市场销售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5.91%、21.66%、23.64%和

24.46%，公司产品出口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
投产，出口规模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进口国家或地区的采购需求受贸易政策、 关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自2018年以
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500亿美
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2018年9月24日起，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
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2019年5月10日，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从10%上调
至25%；2019年9月1日起，美国将陆续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5%的进口关税，原
定于2019年12月15日对3,000亿美元清单中第二批商品加征15%的关税措施暂停实施，
2020年2月14日，第一批加征税率从15%降至7.5%。公司产品碳酸氢钾、碳酸钾、氯化铵
在美国的加税清单中，碳酸钾的下游产品麦草畏亦在美国的加税清单中，受中美贸易
摩擦及美洲地区多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公司客户江苏优嘉2019年部分月份停产。

2020年1月，我国与美国签署经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如果未来中
美贸易摩擦不断反复甚至进一步加剧，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则可能对公司经营业
绩造成不利影响。

（十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2020年初以来，全球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目前，疫情对于公司生产经

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可控， 但如果后续疫情发生不利变化及出现相关产业传导等情
况，将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影响。此外，公司客户及目标客户可能受到整体经济
形势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进而对公司货款的收回、业务的开拓等造成不
利影响。

二、重大合同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五、（一）3、房屋建筑物”部分所述的房屋租赁合同外，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的
标的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合同，或者交易金额虽未超过100万元，但对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或者协议情况如下：

（一）重大销售合同
序
号 对方名称 对方住所 标的 质量 价款

（万元） 履行期限

1 南昌金沙化工原料有
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
蓝经济开发区金沙三路

489号
碳酸钾 电子工业

级 500.00 2019.12.31-
2020.12.31

2 景德镇鑫运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
曙光路54号 （宏昌花园

住楼1栋）
碳酸钾 一等品 288.00 2019.12.31-

2020.12.31

3 浙江国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
放南路2号

碳酸钾/碳
酸氢钾

一等品/
工业级 316.00 2019.12.31-

2020.12.30

4 合肥星宇化学有限责
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循环经济
示范园区 碳酸钾 一等品 462.00 2019.12.31-

2020.12.31

5 浙江长征化工有限公
司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
发区纬五路5号 碳酸钾 一等品 190.50 2020.01.01-

2020.12.31

6 绍兴环拓贸易有限公
司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柯
西服装园区

碳酸钾/碳
酸氢钾

食品级/
一等品/
优等品

174.42 2020.01.02-
2020.12.31

7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上
海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通
海路275号 碳酸钾

一等品
（颗粒 /80

目）
1,136.00 2020.01.10-

2020.12.31

8 绍兴市上虞零柒化工
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绍兴市上虞
区曹娥街道舜江西路

546号
碳酸钾

一等品/
一等品
（粉末）/
合格品

708.00 2020.01.01-
2020.12.31

9 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
限公司 缙云县新碧工业园区 碳酸钾 合格品 128.00 2020.01.05-

2020.12.31

10 绩溪县现代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绩溪县生态工业园
区化工园区 碳酸钾

优等品
（80目粉

末）
438.00 2020.01.01-

2020.12.31

11 河北永和荣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广
平经济开发区北区香道

食品公司北侧
碳酸氢钾 食品级 265.00 2020.01.01-

2020.12.31

12 北京永和荣达饲料有
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经
济开发区北区 碳酸氢钾 食品级 530.00 2020.01.01-

2020.12.31

13 杭州茂振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
山天海阳光地带2-105

号一层
碳酸钾

优等品
Ⅱ型 /一
等品/合
格品

481.20 2020.01.06-
2020.12.31

14 山东圳诺化工有限公
司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木
石镇鲁南高科技化工园

区节用路169号
碳酸钾

一等品/
优等品
Ⅱ型

241.00 2020.01.02-
2020.12.30

15 杭州天动立化学品有
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於
潜镇堰口村藕兰坞55号 碳酸钾

食品级/
优等品/
一等品

132.60 2020.01.05-
2020.12.31

16 天津市开发区豪隆商
贸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洪泽路17号
二楼 碳酸钾 食品级 639.00 2020.02.20-

2020.12.30

17 SUGUNA FOODS
PRIVATE LIMITED 印度金奈(CHENNAI) 盐酸氨丙

啉 未约定 61.20
(美金)

2019.11.25-
2020.11.25

18 常州中南肥料有限公
司

溧阳市经济开发区北郊
工业园 氯化铵 农用级 266.00 2020.01.01-

2020.12.31

19 常州大地肥业科技有
限公司

常州市金坛区西岗镇唐
王村318号 氯化铵 农用级 266.00 2020.01.01-

2020.12.31

20 浙江恵多利肥料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城
南工业城兴业大道16号 氯化铵 农用级 481.00 2020.01.01-

2020.12.31

21 浙江巨龙肥业有限公
司 长兴县雉城工业区 氯化铵 农用级 185.00 2020.01.01-

2020.12.31

22 安徽道尔化肥有限公
司

安徽省广德县经济开发
区建设路128号 氯化铵 农用级 444.00 2020.01.01-

2020.12.31

23 衢州市天源肥业有限
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大
洲镇坑头畈村 氯化铵 农用级 111.00 2020.01.01-

2020.12.31

24 苏州工业园区金辉化
工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扬
清路68号 碳酸钾

一等品/
优等品
Ⅱ型

314.00 2020.01.01-
2020.12.31

25 上海化泰实业有限公
司

浦东新区高科西路1862
号204室 碳酸钾 食品级 264.00 2020.01.01-

2020.12.31

26 上海天乾化工有限公
司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09号55幢A6105室 碳酸钾

一等品/
优等品
Ⅱ型

125.00 2020.01.01-
2020.12.31

27 上海泓熹化工原料有
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
秋实路688号1号楼5单

元236室P座
碳酸钾 一等品 192.00 2020.01.01-

2020.12.31

28 襄阳友德仕化工有限
公司

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路2
号卧龙新港2幢1单元5

层501室
碳酸钾

一等品/
优等品
Ⅱ型

306.00 2020.01.01-
2020.12.31

29 上海昕狮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朱
枫公路8666号309室 碳酸钾

一等品/
优等品
Ⅱ型

191.00 2020.01.01-
2020.12.31

30 上海青鸿化工有限公
司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杜
家浜路89号7幢-34 碳酸钾

一等品/
优等品
Ⅱ型

254.00 2020.01.01-
2020.12.31

31 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
鲜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维泰北路183号 碳酸钾 食品级 459.00 2020.03.16-

2020.12.31

32 辽宁天一农药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盘锦辽东湾新区
化工园区 碳酸钾

含量≥
95% 细

粉
222.00 2020.03.16-

2020.12.30

33 河北圣洁伟业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九门乡只照村 碳酸钾 优等品

Ⅱ型 122.00 2020.03.23-
2020.12.30

34 靖江新欧兴进出口有
限公司

靖江经济开发区城北园
区新一路19号2幢

2-氯-6氟
苯甲醛 未约定 847.80 2020.04.7-

2020.12.31

35 杭州久鲜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
河街道永宁路49号2幢

103室
碳酸钾 食品级 121.50 2020.04.28-

2020.12.31

36 青岛百多安农牧有限
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双
珠路(原珠海东路136号 )

1栋1单元2207

碳酸钾/碳
酸氢钾

食品级/
食品级 257.00 2020.05.12-

2020.12.30

37
ROCHEM

INTERNATIONAL
INC

美国纽约 盐酸氨丙
啉 USP 63.90

（美金）
2020.03.13开始
360天有效

38 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洋口
镇通海五路 碳酸钾 一等品 1,186.50 未约定有效期

39 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
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区央
子街道珠江西三街

02999号
碳酸钾 一等品 445.50 2020.08.31-

2021.08.31

40 绍兴上虞盈信化工有
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谢
塘镇东联村

2-氯-6氟
氯苄

含量≥
99%水
分≤
0.3%

183.30 未约定有效期

41 绍兴上虞盈信化工有
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谢
塘镇东联村

2-氯-6氟
氯苄

含量≥
99%水
分≤
0.3%

207.00 未约定有效期

42 台州市大明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
塘路20号 碳酸钾

一等品/
优等品
Ⅱ型

222.70 2020.08.31-
2020.12.30

43 邯郸市瑞田农药有限
公司

成安县商城工业区纬六
路南 碳酸钾 优等品Ⅱ

型 128.00 2020.07.29-
2020.12.30

44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学
工业园长丰河路309号 碳酸钾 80目细粉

状 178.20 未约定有效期

（二）重大采购合同
序
号 对方名称 对方住所 标的 质量 价款

（万元） 履行期限

1 建德市红莲贸易
有限公司

建德市下涯镇乌驹
市村 液碱 未约定 178.00 2020.01.01-

2020.12.31

2
湖北远大富驰医
药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阳新县富池
镇王坟路12号 硫酸二甲酯 酯度≥99% 204.00 2020.01.01-

2020.12.31

3 南通市龙丹化工
有限公司

海安县墩头镇仇湖
村二十八组 盐酸丁眯 含量大于〉93% 197.65 2020.06-2021.02

4 湖北倍丰农资有
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
大道159号时代广
场1栋23A层1室

氯化钾 水分≤1% 268.50
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至双方权利义

务履行完毕

5 浙江博涵流体控
制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
区新登镇元村村

气动调节阀 /
气动O型切断

球阀
详见合同清单 114.00 2020.03.23-

2021.03.23

6 浙江中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
区六和路309号

ECS-700集散
控制系统/

TCS-900 安全
仪表系统

未约定 118.00 未约定有效期

7 安徽海源特种电
缆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
县新沟工业区 电缆 详见合同清单 240.41 未约定有效期

8 北京远东罗斯蒙
特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
开发区前高米店盛
坊路南侧1幢1层

详见合同清单 详见合同清单 115.00 未约定有效期

9 溧阳德维透平机
械有限公司

溧阳市昆仑经济开
发区金梧路198号

19幢
离心蒸汽压塑

机 详见合同清单 248.00 未约定有效期

10 杭州诺曼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萧山区新塘街道南
秀路3089号

污泥低温除湿
干化机 未约定 103.00 未约定有效期

11 途赢生命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
卫镇秋实路688号1
号楼5单元387室Q

座

2-氯-6氟甲苯 未约定 217.54 2020.08.31-
2020.12.31

12 浙江凤登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兰溪市城郊
西路20号 碳酸氢铵 碳酸氢铵≥

95% 480.00 未约定有效期

13 安徽金禾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
县城东大街127号 碳酸氢铵 碳酸氢铵≥

97% 123.00 未约定有效期

14 中化化肥有限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
门内大街28号凯晨
世贸中心中座10层

氯化钾 K20 62%MIN水
分1%MAX 535.50 未约定有效期

15 上海申之禾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
路739号10层1008

室
氯化钾 K2O≥61.5% 250.02 未约定有效期

16 上海申之禾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
路739号10层1008

室
氯化钾 K2O≥61.5% 232.02 未约定有效期

17 苏州美得佳环保
钛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鸿禧路
63号5#厂房 详见合同清单 详见合同清单 585.00 2020.08.14-

20202021.089.1330

18 安徽海源特种电
缆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
县新沟工业区 电缆 详见合同清单 430.00 未约定有效期

（三）借款与担保合同
1、银行借款合同

借款
人 贷款银行

贷款金
额

（万元）
合同编号 借款期限 利率 担保方式

福建
舜跃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邵武支行

7,300.00 fj81061202
0006

60个月，
自实际提
款日起
算；若为
分期提
款 ，则自
第一个实
际提款日

起算

首期（自其实际提款日起至本
浮动周期届满之日）利率为实
际提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
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加90基点；在重新定价日，与其
它分笔提款一并按截至重新定
假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
fj810612020008的1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加90基点进行重新
定价 ，作为该浮动周期的适用

利率。

发行人与贷款人签
订的编号为

fj810612020007的
《保证合同》；福建舜
跃与贷款人签订的
fj810612020008的

《抵押合同》。

恒洋
化工

浙江建德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大洋支行

500.00 808112020
0004831

2020.03.3
0-

2021.03.2
9

本合同借款利率以合同生效日
前一自然日已公布的最近一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9.5个基

点。

恒洋化工与贷款人
签订的编号为

8081320200000161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2、借款担保合同

担保人 被担
保人 贷款银行 合同编号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债权期

限 担保方式

陈阳贵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2019DYRB01 9,100.00 2019.01.01-
2021.12.31 自然人保证

恒洋
化工 发行人 2018DYRD03 146.00 2018.09.28-

2020.12.31
恒洋化工以土地提供最

高额抵押 [注1]
恒洋
化工 发行人 2019DYRD06 1,549.00 2019.12.27-

2022.12.27
恒洋化工以自有房产土
地提供最高额抵押 [注2]

恒洋
化工 发行人 2019DYRD07 1,960.00 2019.12.27-

2022.12.27
恒洋化工以房产土地提

供最高额抵押[注3]

发行人 发行人 2020DYRD01 10,540.00 2020.06.08-
2023.06.08

发行人以房产土地提供
最高额抵押[注4]

陈阳贵、陈
荣芳

浙江
舜跃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城东

支行

20MRB060 800.00 2020.03.19-
2021.03.19 自然人保证

仇永生、张
雪芳

浙江
舜跃 20MRB061 800.00 2021.03.19-

2021.03.19 自然人保证

发行人 浙江
舜跃 20MRB062 800.00 2020.03.19-

2021.03.19 发行人保证

发行人 福建舜跃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邵武支行

fj810612020007 [注5] 2020.04.13-
2025.04.12 发行人保证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fj810612020008 [注5] 2020.04.13-
2025.04.12

福建舜跃以土地及在建
工程提供抵押[注6]

发行人、陈
阳贵、陈荣
芳、仇永生、

张雪芳

恒洋化工

浙江建德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大洋支行

8081320200000
161 5,000.00 2020.03.27-

2021.03.26 发行人、自然人保证

注1：恒洋化工以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15437号、浙（2018）建德市不动产
权第0015438号的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

注2：恒洋化工以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30350号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
权为抵押物。

注3：恒洋化工以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01299号、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
权第0027968号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

注4：发行人以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30279号，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权
第0026683号，浙（2019）建德市不动产权第0026684号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为抵
押物。

注5：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

注6：福建舜跃“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香烃系列产品项目（一期）”土地使用权及
在建工程。

（四）承兑与担保合同
1、票据池业务协议

甲方 乙方 协议编号 有效期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2019 2019.05.20-2020.05.20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TJC2020 2020.05.20-2021.05.20

2、银行承兑合同

申请人 承兑银行 承兑金额
（万元）

合同
编号 担保方式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320.00 DYPJC2019RC13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19015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279.00 DYPJC2019RC14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19016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497.81 DYPJC2019RC15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19018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361.22 DYPJC2019RC16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19019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830.00 DYPJC2020RC01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1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715.20 DYPJC2020RC03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3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300.00 DYPJC2020RC04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4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430.22 DYPJC2020RC05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5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767.42 DYPJC2020RC06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6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300.00 DYPJC2020RC07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7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535.14 DYPJC2020RC08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8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300.00 DYPJC2020RC09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09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720.00 DYPJC2020RC10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10

浙江舜
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城东支

行
133.53 20MRK111 DYPJC2019票据池业务协议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300.00 DYPJC2020RC11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10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620.00 DYPJC2020RC12 发行人提供票据质押 ，合同编号：

DYPJCA2020010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300.00 2020DYRC01

发行人提供担保，合同编号：2020DYRD01,
2018DYRD03,2019DYRD06，2019DYRD07,

2019DYRB01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德支行 1,277.07 2020DYRC02

发行人提供担保，合同编号：2020DYRD01,
2018DYRD03,2019DYRD06，2019DYRD07,

2019DYRB01

3、承兑担保合同

出质人 质权人 合同编号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19019 562.74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1 1,087.75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2 358.19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3 1,040.65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4 563.87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5 196.24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6 917.78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7 907.59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8 1,218.11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09 624.45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 DYPJCA2020010 9,000.00 发行人以票据提供最高额质押

4、保证金合同
出质人 质权人 合同编号 质押合同编号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19019 DYPJCA2019019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1 DYPJCA2020001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2 DYPJCA2020002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3 DYPJCA2020003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4 DYPJCA2020004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5 DYPJCA2020005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6 DYPJCA2020006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7 DYPJCA2020007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8 DYPJCA2020008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09 DYPJCA2020009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DYPJCB2020010 DYPJCA2020010

（五）衍生交易协议
甲方 乙方 协议编号 有效期

大洋生物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Y14888 2014.10.30至长期

浙江舜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Y14962 2014.12.01至长期

（六）在建工程合同
2018年06月21日，发行人与江苏瑞洁环境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浙江

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号热电锅炉烟气超净排放除尘脱硫改造项目》，约
定江苏瑞洁环境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2号热电锅炉烟气超净排放除尘脱
硫改造项目进行施工总承包， 项目预计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1,065.00万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2018年05月20日，子公司福建舜跃与浙源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约定浙源建设有限公司对年产1500吨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香烃系列产品
项目总承包，项目预计3,500.00万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
中。

2019年04月22日，子公司福建舜跃与诸暨市天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福建
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0吨/天污水处理项目（一期）合同书》，约定诸暨市天佑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为福建舜跃设计污水站及治理工艺， 并承建一期750吨/天一条线的
所有设备以及安装材料与调试项目，项目预期210天完成，合同总价为人民币900.00万
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2019年10月17日，子公司福建舜跃与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了《福
建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0t/a-2-氯-6-氟苯甲醛系列产品项目暖通工程安装工
程施工合同》， 约定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福建舜跃1500t/a-2-氯-6-氟
苯甲醛系列产品项目抗爆控制室暖通安装工程暖通部分的承包商，项目预计180个工
作日内完成，合同总价为人民币320.00万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
在建设中。

2019年11月8日， 子公司福建舜跃与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福建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0吨-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香烃系列产品
一期项目设备安装（含工艺管道与公用工程及现场自制设备制作）合同书》，约定浙江
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为福建舜跃年产1500吨-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
香烃系列产品一期项目设备安装（含工艺管道与公用工程及现场自制设备制作）工程
承包商，项目暂估价为人民币750.00万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
建设中。

2019年11月18日，子公司福建舜跃与福建新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约定福建新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年产1500吨-2-氯-6-氟苯甲醛等
含氟芳香烃系列产品项目土建、钢构及附属工程（不含设备钢架、消防工程等）承包
商，项目预计于2020年4月30日前完成，合同总价为人民币2,000.00万元。截至本招股
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2019年11月18日， 子公司福建舜跃与福建瑞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年产
1500吨-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香烃系列产品项目内外墙涂料施工合同》， 约定
福建瑞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年产1500吨-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芳香烃系列产
品项目内外墙涂料施工承包人，项目预计于2020年3月31日前完成，合同预估价人民
币120.00万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2020年3月11日，发行人与杭州嵘鑫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杭州嵘鑫建设有限公司为生活区3#楼项目土建及附属工程（不含电梯）承包人，

项目预计于2021年1月10日前完成，合同预估价人民币700.00万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
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2020年4月10日，发行人与浙江欧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浙江欧嘉建设有限公司为含氟精细化学品生产产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土建部分承

包人，项目预计于2020年6月10日前完成，合同预估价人民币200.00万元。截至本招股
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2020年8月5日，发行人与杭州庆强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

定杭州庆强建设有限公司为氯化铵蒸发车间项目土建、钢构及附属工程部分承包人，
合同预估价人民币450.00万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2020年9月1日，福建舜跃与福建信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消防工程安装施
工合同》， 约定福建信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为年产1500吨-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
芳香烃系列产品项目消防工程部分承包人，合同预估价人民币350.00万元。截至本招
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建设中。

（七）技术相关合同
1、2019年4月21日，福建舜跃与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技术秘

密）合同》，约定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三氟乙酸绿色工艺”的技术秘密
转让给福建舜跃，技术秘密使用费总额为980万元。同时，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将与
该项技术相关的3项专利无偿转让给福建舜跃。

（1）原正化学主营业务、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
①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0550549639Y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长湖路557号

法定代表人 韩箴贤

注册资本 3,51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02月11日

经营范围 精细化工材料及产品的研发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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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三氟乙酰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

括三氟乙酰和三氟三氯乙烷等。
③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 出资比例（%）

1 韩箴贤 1,630.00 46.44

2 杭州原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1,130.00 32.19

3 赵建明 498.00 14.19

4 黄宣东 252.00 7.18
合计 3,510.00 100.00

注： 赵建明和黄宣东分别持有杭州原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60%和
40%。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韩箴贤和
赵建明。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不存在关联关系、股份代持关系或者其他
利益安排。

（2）《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的主要内容
《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具体条款 主要条款内容

协议各方 甲方（受让方 ）：福建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让与方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

签署时间 2019年4月21日

交易内容

1、乙方将其拥有“三氟乙酸绿色工艺 ”的技术秘密和专利的 （使用权 、转让权 ）转让甲方 ，甲
方受让并支付相应的费用。
2、本技术秘密的开发程度为千吨级中试规模 ，装置已经在乙方工厂累积运行一年以上 ，目
前仍处于运行状态，满负荷生产时产量为800t/a-1000t/a左右 。

交易价格
及支付方式

1、技术秘密使用费总额为玖佰捌拾万元整（含税 ）。
2、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三日内，技术秘密使用费由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

双方权利
和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按合同要求按时支付技术秘密使用费 。甲方实施该项技术秘密用于生产三氟乙酸等系
列衍生产生 ，实施期限为长期。
（2）甲方获取技术秘密的使用权后一年内 ，在后续工艺包设计和工程设计过程中 ，如需核
实、补充数据，且装置处于运行状态，乙方应允许并积极配合甲方到现有的中试装置中获取
数据、熟悉装置、操作培训等，但不得影响乙方装置的正常运行。
（3）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技术秘密，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 ，甲方可根
据市场情况 ，自行扩产，乙方不得限制 。甲方为了保证本项技术秘密不泄露给第三方 ，如需
建设规模达3000t/a三氟乙酸及其系列产品生产线 ，项目工艺包设计委托乙方完成 ，由双方
另行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4）甲方有权利用乙方让与的技术秘密进行后续改进 ，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者创造性
技术进步特征的新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甲方获得100%利益 。
2、乙方权利义务
（1）为保证甲方有效实施本项技术秘密，乙方将现有各产品所有技术资料提交给甲方。
（2）乙方保证提供给甲方的技术秘密是该中试技术最新、完整且最具竞争力的技术 ，保证本
项技术秘密的实用性、可靠性，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风险。
（3）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将本项技术秘密申请专利或以其他方式公开的，应当征得甲方
同意；乙方就本项技术秘密申请专利并取得专利权的 ，乙方依本合同有权继续使用至甲方
3000t/a三氟乙酸及系列产品项目投产为止。
（4）乙方有权对让与甲方的技术秘密进行后续改进 ，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者创造性技
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归双方所有，待甲方实施本项目时一并无偿提供 ，且保证一旦
甲方进行项目实施，相关技术乙方不再授予他人。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在甲方进
行项目实施前，或甲方明确不予实施该项目后 ，乙方获得100%利益。
（5）甲方受让本技术秘密 ，无论是否实施 ，乙方的中试装置都可继续运行 ，产量与销售均不
受限制。但甲方一旦建成3000t/a三氟乙酸及系列产品项目工业化装置投产时 ，并付清全部
技术秘密使用费，乙方即予停产 。双方应于甲方投产前三个月约定乙方的生产经营计划。

其他
重要条款

1、乙方拥有一个实质生效的发明专利，此外还有两个实质生效的发明专利其专利权人为乙
方股东， 此三项专利同意列入签署的协议 ， 并同意无偿转让给甲方 ， 专利授权公告号为
CN101735034B、CN101747176B、CN103420780B。乙方应当在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一周内内完
成上述三项专利的权属变更委托手续。
2、本技术秘密使用许可为有条件排他许可。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本次交易内容为湖州原正化学
有限公司拥有的“三氟乙酸绿色工艺”技术秘密的使用权，同时与该技术秘密相关的
三项专利权写入合同一并转让。福建舜跃支付的交易对价980万元，为上述技术秘密
使用权和专利权的转让款。截至目前，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已将上述技术秘密相关
资料移交给福建舜跃，三项相关专利的专利权人已变更为福建舜跃。

本次交易标的主要为“三氟乙酸绿色工艺”技术秘密的使用权，根据合同约定，受
让方福建舜跃可以在国内长期实施本项技术秘密， 用于生产三氟乙酸等系列衍生产
品，因此本次技术转让合同涉及的价格以“使用费”为名，具有一定的原因和合理性。

此外，在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签订时，上述三项发明专利权中只有一项专利
在让与方名下，其他两项专利权尚在让与方股东名下，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先将专利
权人由其股东变更为让与人，再通过转让的方式将专利权人最终变更到福建舜跃。双
方在签订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时约定将上述三项以专利无偿的方式转让给福建
舜跃，主要是为了便于日后办理专利权转让过户手续。

2、2019年12月26日，发行人与江苏楷鼎环保装备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开发合同
书》，约定江苏楷鼎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解决氯化铵蒸发冷凝水中的氨氮问题
提供技术开发，项目预计2020年12月31日前通过验收，开发费用为人民币120.00万元。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实施中。

3、2019年12月27日，发行人与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开发合同书》，
约定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三氟乙酸系列产品工艺提升研究相关的技
术开发，项目预计2021年12月31日前通过验收，开发费用为人民币200.00万元。截至本
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实施中。

4、2020年1月，福建舜跃与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约定
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为福建舜跃提供3000t/a三氟乙酰系列产品工艺包设计项目的
专项技术服务，项目预计2021年5月前完成，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60.00万元。截至本招
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项目仍在实施中。

发行人及子公司福建舜跃与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签订的上述三份合同定价公
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

上述三份合同所述技术涉及的产品为三氟乙酰系列产品，具体产品名称为1,1,1-
三氟三氯乙烷、三氟乙酸、三氟乙酸乙酯，主要作为医药中间体，用于医药，少量用于
电子产品等， 与大洋生物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精细化学品不存在竞争和替代关
系。上述产品将在子公司福建舜跃生产，计划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设计，2021
年开始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拥有3,000t/a的产能。公司拥有该产品的相关专
利所有权和技术秘密的使用权， 技术团队掌握2-氯-6-氟苯甲醛等含氟精细化学品
的相关技术，参与并跟踪原正化学研发过程，项目开发完成后能够学习掌握相关技术
和工艺，不存在对原正化学技术依赖。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尚无1,1,1-三氟三氯乙烷、三氟乙酸、三氟乙酸乙酯的
收入和利润。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与湖州原正化学有限公司不存在纠纷或
潜在纠纷。

（八）承销和保荐协议
公司于2019年06月与财通证券签订了《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之保荐协议》、《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承销协议》，聘请财通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在本次股票发行承销及保
荐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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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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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洋生物
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浙江省杭州 市建德市
大洋镇朝阳路22号 0571-64156868 0571-64156845 徐旭平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 区天目山
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
西楼

0571-87130315 0571-87821833 顾磊、吕德利

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浦东 新区银城
中 路 501号 上 海 中 心
11、12层

021-20511000 021-20511999 李波、马茜
芝 、李青

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

北京市海淀 区西四环
中路16号院2号楼3层 010-88219191 010-88210558 秦松涛、徐晓

霜

验资机构、验资复核机
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海淀 区西四环
中路16号院2号楼3层 010-88219191 010-88210558

徐殷鹏、秦松
涛、洪烨、倪

元飞

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产 评 估 有

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 区西溪路
128号901室 0571-87178758 0571-87178826 韩桂华、陆婷

婷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 2012号 深 圳
证券交易所广场22-28
楼

0755-21899999 0755-21899000 -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大
道2012号 0755-88668888 0755-82083104 -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2020年10月13日

申购日期 2020年10月14日

缴款日期 2020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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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三、查阅地址
（一）发行人：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洋镇朝阳路22号

联系人：徐旭平

电话：0571-6415686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联系人：顾磊、吕德利
电话：0571-87130315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