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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自友 1,900,000 1.27% 51 肖会珍 280,000 0.19%

16 袁守新 1,590,000 1.06% 52 姜继生 270,000 0.18%

17 顾金海 1,480,000 0.99% 53 商新来 270,000 0.18%

18 李学仁 1,440,000 0.96% 54 陈亮 260,000 0.17%

19 周克义 1,440,000 0.96% 55 刘振香 240,000 0.16%

20 王亮 1,410,000 0.94% 56 邹炳玖 240,000 0.16%

21 李文浩 1,350,000 0.90% 57 吴平 230,000 0.15%

22 李茂华 1,320,000 0.88% 58 周文成 220,000 0.15%

23 杨敬生 970,000 0.65% 59 杨敬顺 200,000 0.13%

24 王连杰 930,000 0.62% 60 李炳才 190,000 0.13%

25 赵文生 890,000 0.59% 61 曹俊英 190,000 0.13%

26 韩文水 840,000 0.56% 62 何云洪 170,000 0.11%

27 徐利 840,000 0.56% 63 刘应和 170,000 0.11%

28 任桂宾 810,000 0.54% 64 李茂刚 150,000 0.10%

29 张建平 730,000 0.49% 65 孔沛 140,000 0.09%

30 李茂学 720,000 0.48% 66 李梅 140,000 0.09%

31 董希标 620,000 0.41% 67 张俊鹏 140,000 0.09%

32 张绍春 610,000 0.41% 68 李炳煊 130,000 0.09%

33 胡长贵 600,000 0.40% 69 杨文福 130,000 0.09%

34 丁秀臣 540,000 0.36% 70 杜云志 70,000 0.05%

35 刘凤良 520,000 0.35% 71 孟建勋 60,000 0.04%

36 赵培茂 510,000 0.34% 72 李国刚 40,000 0.03%

合计 150,000,000 100.00%

2、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股东全部为自然人，前十名自然人

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1 李茂津 275,358,000 21.69% 董事长、唐山友发监事

2 徐广友 96,255,000 7.58% 董事、副总经理、陕西友发执行董事

3 尹九祥 92,496,000 7.29% —

4 陈克春 58,677,000 4.62% 管道科技执行董事

5 陈广岭 56,490,000 4.45% 董事、总经理

6 刘振东 53,229,000 4.19%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7 于洪岺 46,868,500 3.69% —

8 朱美华 45,768,100 3.61% 董事

9 韩德恒 31,749,000 2.50% 监事、物产友发总经理

10 边刚 26,276,000 2.07% 陕西友发副总经理

合计 783,166,600 61.69% —

注：报告期内，尹九祥历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监事会主席职务，现已从
公司退休。

（三）国有股份及外资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不存在国有股份或外资股份。
（四）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李茂津（持股比例21.69%）与李相东（持

股比例0.47%）为兄弟关系，两人与李茂红（持股比例1.61%）为姐弟关系；李
茂华（持股比例1.05%）与李茂颖（持股比例0.09%）为姐弟关系，李茂津、李相
东、李茂红与李茂华、李茂颖为堂兄弟姐妹关系，该5人与李炳才为叔侄关系；
李茂津与刘振东（持股比例4.19%）为连襟关系；李茂津、李相东与陈克春（持
股比例4.62%）为表兄弟关系，李茂红与陈克春为表姐弟关系；陈克春与商新
来（持股比例0.43%）为表兄弟关系。

徐广友（持股比例7.58%）与李茂红为夫妻关系，徐广友与徐秀清（持股
比例0.53%）为父子关系，徐广友与于洪岺（持股比例3.69%）为叔嫂关系，徐
福鑫（持股比例0.53%）、徐福洋（持股比例0.53%）系于洪岺之子；徐福亮（持
股比例0.09%）为徐广友与李茂红之子，徐福亮与张羽（持股比例0.09%）为夫
妻关系；徐广友与孙翠（持股比例0.21%）为舅甥关系，徐广友与于永立（持股
比例0.13%）为表兄弟关系。

刘振东与刘振香（持股比例0.27%）为姐弟关系、刘振东与刘振云（持股
比例0.11%）为兄妹关系，刘振香与张振龙（持股比例0.09%）为夫妻关系，刘
振云与张建平（持股比例0.43%）为夫妻关系。

朱美华（持股比例3.61%）与陈自友（持股比例0.78%）为郎舅关系，朱美
华与孙磊（持股比例0.09%）为翁婿关系，朱美华与边刚（持股比例2.07%）为
舅甥关系；边刚与于树宝（持股比例0.14%）为郎舅关系；陈自友与陈鹏（持股
比例0.30%）为舅甥关系，陈自友与张洪艺（持股比例0.10%）为郎舅关系。

杨敬生（持股比例0.61%）与杨敬顺（持股比例0.12%）为兄弟关系；孟建
勋（持股比例0.12%）与孟建民（持股比例0.09%）为兄弟关系；高洪涛（持股
比例0.05%） 与朱丽雪（持股比例0.02%） 为继父女关系； 陈亮 （持股比例
0.31%）与朱保安（持股比例0.09%）为郎舅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友发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焊接钢管研发、 生产、 销售企业， 公司2006年至

2019年连续14年产销量排名全国第一；2006年至2019年，公司连续14年位列中
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2019年11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工业经济联合会关于公布第四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及通过复核的
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的通告》（工信部联产业函 〔2019〕354号）
中将发行人列示为焊接钢管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焊接圆管、镀锌圆管、方矩焊管、方矩镀锌管、钢塑复合
管和螺旋焊管等，广泛使用于供水、排水、供气、供热、消防工程、钢结构、建筑
工程、装备制造等领域。

近年来，受国家钢标委委托，公司牵头起草、修订和参与起草、修订了14项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公司持有的“友发”、“正金元”注册商标先后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友发”牌焊接圆管、镀锌圆管、方钜焊管、钢塑复合管连续多
年被天津市政府授予“天津市名牌产品”称号，“正金元”牌钢管2017年获得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河北省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河北省名
牌产品证书》。 2015年，公司被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户委员会评为“用户满意
企业”，公司生产的镀锌钢管、方矩形钢管、钢塑复合管荣获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授予的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公司荣获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授
予的“鲁班奖工程功勋供应商”称号。 2016年子公司唐山正元荣获“河北省政
府质量奖”。 2018年，一分公司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全国第三批“绿色
工厂”。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的销售模式有经销和直销两种模式， 公司销售主要是以经销商销售

为主，产品直接销售为辅。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渠道收入占比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渠道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经销 1,845,224.30 92.68% 3,926,742.03 92.94% 3,384,692.27 95.63% 2,869,916.54 95.60%

直销 145,687.66 7.32% 298,175.26 7.06% 154,839.29 4.37% 131,939.35 4.40%

合计 1,990,911.96 100% 4,224,917.29 100% 3,539,531.57 100% 3,001,855.89 100%

1、经销模式
公司将经销商客户大致划分为3类。 一类为核心经销商，公司与该类客户

保持稳定合作，按照经销商进行管理；一类为贸易商，公司与该类客户有稳定
合作，但未按照经销商进行管理；一类为零星客户，该类客户变动较大。在经销
模式下，公司主要通过核心经销商建立销售渠道，开拓产品市场。

报告期内各年度与公司客户数量与核心经销商数量情况如下：
期间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客户总数量 3,087 4,379 4,528 3,928

核心经销商数量 406 412 395 359

针对核心经销商，经销商负责进行客户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公司对经销
商提供市场支持，协助经销商进行产品宣传、举办产品推介会，拓展销售渠道。
公司与核心经销商合作流程如下：

2、直销模式
公司与众多建筑、水务、燃气、房地产等大型企业集团和行业终端客户建

立直销合作模式，公司与客户直接签订销售合同，根据订单规定的产品规格、
交货时间等安排生产与送货。公司向重点区域现场派驻销售服务人员，保证第
一时间和客户的信息沟通，及时处理问题与提供服务。公司销售人员已经基本
覆盖国内重点省份地区， 保证公司销售人员与终端需求客户能够及时直接对
接。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为带钢和锌锭， 公司原材料供应方式主要为对外采

购。公司与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保证原材料的稳定
供应。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1）焊接钢管生产企业众多，产品竞争较为激烈
我国生产焊接钢管的企业数量众多，市场化程度较高，产能主要分布在天

津、河北、浙江、山东、江苏等省市。虽然我国焊接钢管的生产企业数量庞大，但
是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生产产品规
格单一，技术能力薄弱，全国生产规模较大、品类齐全的生产厂家较少。

（2）市场向拥有规模、技术、品牌和渠道优势的企业集中
近年来，受经济周期波动、国家供给侧改革、加强环保规范要求等因素影

响，规模较小的加工厂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尤其是新环保法执行以来，行业
要求加大环保投入，注重节能减排与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各项节能减排
指标全面提高，规模较小的工厂难以达到环保要求而停业或工艺整改，国内
焊接钢管生产企业头部效应逐渐显著，一些生产规模大、产品技术先进、品牌
广为人知和销售网络完善的企业在复杂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势凸显，市场集
中度逐步上升。

2、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友发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焊接钢管研发、生产、销售企业，公司主营产品包

括焊接圆管、镀锌圆管、方矩焊管、方矩镀锌管、钢塑复合管和螺旋焊管等，广
泛使用于供水、排水、供气、供热、消防工程、钢结构、建筑工程、装备制造等领
域。报告期内，公司镀锌圆管、方矩管、钢塑复合管等主要产品市场份额一直处
于行业第一名。 2006年至2019年，公司连续14年产销量排名全国第一。

五、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1、公司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157,194.38 37,381.03 119,813.36 76.22%

机器设备 159,351.78 65,988.28 93,363.49 58.59%

运输设备 1,048.16 510.14 538.02 51.33%

电子设备及其他 3,189.21 2,286.63 902.57 28.30%

合计 320,783.53 106,166.09 214,617.44 66.90%

2、主要机器设备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的主要生产机器设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数量（套） 原值 折旧 净值 成新率

焊接圆管生产设备 66 28,164.73 10,366.15 17,798.58 63.19%

焊接圆管纵剪设备 60 3,430.57 1,301.00 2,129.57 62.08%

镀锌圆管生产设备 42 24,219.22 9,504.97 14,714.26 60.75%

方矩焊管生产设备 31 25,006.43 9,993.73 15,012.70 60.04%

方矩焊管纵剪设备 23 2,887.06 859.97 2,027.09 70.21%

镀锌方管生产设备 14 13,810.00 2,930.12 10,879.88 78.78%

涂塑管生产设备 3 647.64 232.65 414.99 64.08%

衬塑管生产设备 22 2,515.96 1,148.12 1,367.84 54.37%

螺旋焊管生产设备 9 2,439.25 1,976.21 463.05 18.98%

不锈钢管生产机组 10 781.91 - 781.91 100.00%

不锈钢管件生产机组 1 486.39 - 486.39 100.00%

合计 104,389.16 38,312.92 66,076.26 63.30%

注:生产设备统一按产线套数统计披露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已用于抵押贷款，被抵押的固定

资产金额为114,130.87万元。
（二）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情况
1、自有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拥有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情

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产权人 产权编号 坐落 宗地面积/建筑面积 使用期限 证载用途

1 房地产权证 友 发 集
团

房 地 证 津 字 第
123011305007号

静海县蔡公庄镇工业
园区东区15号

66893.1 平 方 米
/34841.59平方米

至2062年4月
22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2 不动产权证 友 发 集
团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2726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
工业园科技路1号

83171平方米/29946.
3平方米

至2068年5月
6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3 不动产权证 友 发 集
团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4552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
工业园友发路1号

192484.3 平 方 米
/75681.54平方米

至2058年1月
8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4 不动产权证 友 发 集
团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2725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珠峰
路3号

63410.9 平 方 米
/24033.77平方米

至2068年5月
6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5 不动产权证

友 发 德
众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3207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
道43号

20298.3 平 方 米
/13915.52平方米

至2065年5月
17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6 不动产权证 津（2020）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93644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
道33号

50879.4 平 方 米
/27980.94平方米

至2065年5月
17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7 不动产权证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3839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
道33号增1号

39202.5 平 方 米
/18629.48平方米

至2065年5月
17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8 土地证 、房
产证

邯 郸 友
发

成国用（2012）第039号、
成 房 权 证 成 安 字 第
201662821号

成峰公路商城林场段
路南

28666平方米 /3957.
62平方米

至2062年8月
8日 工业/工业

9 土地证 、房
产证

成国用（2013）第029号、
成 房 权 证 成 安 字 第
201662820号

商城工业区纬十二路
北、经五路西

10404.09 平 方 米
/2702.07平方米

至2063年4月
14日 工业/工业

10 土地证 、房
产证

成国用（2013）第030号、
成 房 权 证 成 安 字 第
201662819号

商城工业区经五路西、
经六路东

28710.6平方米/8608.
52平方米

至2063年4月
14日 工业/工业

11 土地证 、房
产证

成国用（2013）第031号、
成 房 权 证 成 安 字 第
201662817号

商城工业区纬十二路
北、经六路东

65369.1 平 方 米
/14799.92平方米

至2063年4月
14日 工业/工业

12 不动产权证 邯 郸 友
发

冀（2018）成安县不动
产权第0000716号

商城林场路南纬十路
与经五路交叉口西南
角

200000 平 方 米
/78982.04平方米

至2061年9月
28日

工业用地 /
工业

13 不动产权证 邯 郸 友
发

冀（2018）成安县不动
产权第0000447号

成安县商城工业区经
六路西

176758.96 平 方 米
/88004.33平方米

至2065年5月
6日

工业用地 /
工业

14 不动产权证 友 发 销
售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11124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尧舜
度假村北侧湖滨轩商
业楼

5077.7/1878.52 平 方
米

至2053年1月
17日

商务金融用
地/非居住

15 不动产权证
书

管 道 科
技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2724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
工业园科技路1号增1
号

103277.1 平 方 米
/42210.07平方米

至2068年5月
6日

工业用地 /
非居住

16 不动产权证
书

唐 山 友
发

冀（2018）丰南区不动
产权第0001115号 丰南区朝阳大街35号 44185.500 平 方 米

/23657.830平方米
至 2035年 11
月2日

工业用地 /
工业

17 不动产权证
书

唐 山 友
发

冀（2018）丰南区不动
产权第0001116号 丰南区朝阳大街35号 26020平方米 /6943.

120平方米
至2060年8月
2日

工业用地 /
工业

18 不动产权证
书

唐 山 正
元

冀（2018）丰南区不动
产权第0002012号

丰南区（临港经济开发
区）荣盛街5号

66968平方米/51879.
310平方米

至 2059年 12
月1日

工业用地 /
工业

19 不动产权证
书

唐 山 正
元

冀（2018）丰南区不动
产权第0002198号

丰南区（临港经济开发
区）荣盛街5号

203692 平 方 米
/81098.120平方米

至 2059年 12
月1日

工业用地 /
工业

20 不动产权证

友 发 集
团

津（2017）静海区不动
产第1018391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尧舜
度假村北侧湖滨轩2门
301

136.71平方米 至2083年1月
17日

城镇住宅用
地/居住

21 不动产权证 津（2017）静海区不动
产第1018392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尧舜
度假村北侧湖滨轩1门
501

183.27平方米 至2083年1月
17日

城镇住宅用
地/居住

22 不动产权证 津（2017）静海区不动
产第1018393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尧舜
度假村北侧湖滨轩1门
401

185.88平方米 至2083年1月
17日

城镇住宅用
地/居住

23 不动产权证 陕 西 友
发

陕（2019）韩城市不动
产权第 0004185号及陕
（2019） 韩城市不动产
权第0004340号等21件

经开区西原产业园区，
马庄北路以南，马庄南
路以北，凤山南路以东

357250 平 方 米
/177985.82平方米

至2068年6月
9日

工业用地 /
工业

24 不动产权证
书

唐 山 友
发

京（2019）朝不动产权
第0081375号

朝阳区西大望路59号
院7号楼1层1单元103 94.69平方米 - 住宅

合计 1,827,640.85 平 方 米
/808,336.98平方米 — —

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除序号14、16、17、20、21、22、24项不存在他
项权利外， 其他土地和房产均存在公司为取得经营用银行贷款而设置抵押的
情况。

2、土地使用权租赁情况
序号 承租人 出租人 产权编号 坐落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土地承租

1 物产友发 天津德远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

津（2019）静海区
不 动 产 权 第
1004158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佰亿
道12号 4,500.00㎡ 2019.1.3至2023.12.31

2 物产友发 天津德远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

津（2019）静海区
不 动 产 权 第
1004158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佰亿
道12号 5,610㎡ 2019.07.01至2023.12.31

土地出租

3
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市分公司

友发集团
津（2018）静海区
不 动 产 权 第
1024552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
工业园友发路1号 15.00㎡ 2017.8.1至2022.7.31

物产友发向天津德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承租的上述土地用于货物存放，
该土地系由大邱庄镇人民政府管理的集体建设用地， 大邱庄镇人民政府授权
天津大邱庄控股有限公司对该土地进行运营管理， 天津德远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经天津大邱庄控股有限公司同意后将上述土地转租给物产友发。

3、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房屋租赁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 租赁房屋地址 面积（m2） 租赁期间

房屋承租

1 友发集团 信德胜 信德胜 房 地 证 津 字 第
123011501498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环
湖南路1号 2,313.32 2019.1.1 至

2020.12.31

2 陕西友发

陕西省韩
城市龙门
镇人民政
府

陕西省韩城市
龙门镇人民政
府

—

韩城市龙门镇李村
龙门职工服务中心
小区1号楼东、 中2
个单元

3,072.00 2018.12.31 至
2020.12.30

韩城市龙门镇李村
龙门职工服务中心
小区6号楼东3个单
元

4,608.00 2019.3.5 至
2021.3.4

韩城市龙门镇李村
龙门职工服务中心
小区高2号楼西单
元

2,784.00 2018.11.1 至
2020.10.31

韩城市龙门镇李村
龙门职工服务中心
小区高2号楼东单
元

2,784.00 2019.2.1 至
2021.1.31

韩城市龙门镇李村
龙门镇职工服务中
心小区高3号楼西
单元

2,784.00 2019.6.1 至
2021.5.31

3 物产友发 天津德远
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

静海区大邱庄
镇人民政府 — 静海区大邱庄镇佰

亿道12号

830.00 2019.1.3 至
2023.12.31

4 友发德众 2,300.00 2019.5.1 至
2020.12.31

5 友发不锈钢
天津盛鑫
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

天津市静海区
土地整理中心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2570号

静海区唐官屯加工
物流区中心大道4
号（车间）

10,950
2020.1.1 至
2022.12.31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5598号

静海区唐官屯加工
物流区中心大道2
号（办公楼）

783.5

6 物产友发

天津市民
泰物业服
务有限公
司

孟鑫
津（2016）天津东疆保
税 港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1001030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亚洲路6975号金融
贸 易 中 心 南 区
1-1-1908

72.65 2020.1.17 至
2021.1.16

房屋出租

1 友发鸿拓 友发集团 友发集团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24552号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
发工业园友发路1
号

9,450.00 2020.1.1 至
2020.12.31

2 史红梅 唐山友发 唐山友发 京（2019）朝不动产权
第0081375号

朝阳区西大望路59
号院7号楼1层1单
元103

94.69 2019.11.1 至
2020.10.31

陕西友发承租的龙门职工服务中心小区房屋用于员工住宿， 根据龙门镇
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该房屋系当地政府为解决落户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
员职工住房问题而建设的职工服务小区，房屋用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尚
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物产友发、 友发德众向天津德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承租的房屋建筑物所
有权人为静海区大邱庄镇人民政府，由天津岐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6月转让
给大邱庄镇人民政府，转让前该房屋建筑物已取得产权证书，转让后大邱庄镇
人民政府未就该房屋建筑物办理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并授权天津大邱庄控股
有限公司对该房屋建筑物及相关土地进行运营管理， 天津德远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经天津大邱庄控股有限公司同意后将上述房屋转租给物产友发和友发德
众。根据大邱庄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上述承租的建筑物不存在违反集体土
地利用规划的情形，物产友发、友发德众不存在因租赁上述房屋建筑物而受到
政府主管部门行政调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况，上述房屋建筑物暂无拆迁计划。

友发不锈钢承租的静海区唐官屯加工物流区中心大道4号的车间和中心
大道2号的办公楼由天津唐官屯加工物流区管理委员会出租给天津盛鑫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并由天津盛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转租给友发不锈钢。上述房产
及所处地块原分别属于天津盛宝仓储有限公司、 天津盛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所有。 2018年12月18日，天津市静海区土地整理中心分别与两家公司签订《国
有土地收购补偿合同》， 上述两家公司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由天津市静海区
土地整理中心收购， 收购后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由静海区唐官屯镇政府管
理，土地所有权由天津市静海区土地整理中心单独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地上
建筑物的所有权证书暂未进行变更。

4、临时建筑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在自有土地上建

有临时建筑物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已取得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

序号 所有权人 坐落 证书编号 签发时间 临时建筑物面
积（㎡） 种类

1 友发集团 静海区蔡公庄镇工业园区
东区15号 2018静海建证0206 2018.10.31 56.94 临时罩棚

2 友发集团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
园科技路1号 2018静海建证0204 2018.10.31 2,376.97 临时罩棚、临

时附房

3 友发集团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
园友发路1号 2018静海建证0199号 2018.10.31 4,468.31 临时罩棚、临

时附属用房

4 友发集团 静海区大邱庄镇珠峰路3
号 2018静海建证0205 2018.10.31

1,815.21 （实际
已 拆 除 887.20
㎡）

临时罩棚、临
时附房

5

友发德众

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道43
号 2018静海建证0200号 2018.10.31 46.43 临建棚

6 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道33
号 2018静海建证0202号 2018.10.31 48.00 临建棚

7 静海区大邱庄镇百亿道33
号增1号 2018静海建证0201号 2018.10.31 3,302.69 临时罩棚

8
邯郸友发
邯郸友发

成峰公路商城林场段路南

建字第130424201811118号
〈临时〉 2018.11.16 10,467.70 临时罩棚等

商城工业区纬十二路北、
经五路西

商城工业区经五路西、经
六路东

商城工业区纬十二路北、
经六路东

商城林场路南纬十路与经
五路交叉口西南角

9 成安县商城工业区经六路
西

建字第130424201811119号
〈临时〉 2018.11.19 1,799.86 临时罩棚

10 管道科技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
园科技路1号增1号 2018静海建证0203 2018.10.31 4,789.82 （已实

际拆除208㎡）
临时罩棚、临
时附房

（2）其他临时建筑物
序号 所有权人 坐落 临时建筑物面积（㎡） 用途

1 友发集团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1号 381.73 泵站

2 友发集团 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友发路1号 683.65 车棚

3 友发集团 静海区大邱庄镇珠峰路3号 2,236.18 维修室、固废间、泵房等

4 唐山友发 丰南区朝阳大街35号 930.86 过磅房、氧化皮棚子、车棚等

5 唐山正元 丰南区（临港经济开发区）荣盛街5号
5,479.03

废酸处理间、锅炉房、警卫室等

6 唐山正元 丰南区（临港经济开发区）荣盛街5号 仓库、配电室、厕所等

7 友发集团 静海区蔡公庄镇工业园区东区15号 85.9 宿舍、门卫、杂物间等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上述临时建筑物主要为生产辅助用房， 具体用途为仓
库、警卫室、管件库、原料罩棚、地磅房、煤气炉室、泵站、铬污水站、监测室、办
公平房、厕所、车棚等。 该等建筑的净值较低，其作用具有可替代性，其相关功
能对于发行人而言并非不可或缺且亦不涉及金额重大且固定不可二次拆卸的
设备设施，即使该等临时建筑被要求拆除，对发行人的整体生产经营并无重大
不利影响。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 如因上述临时建筑物而被有关主管部门
责令拆除或受到处罚， 其将以连带责任方式全额承担对发行人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

（三）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软件、排污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摊销 净额

软件 222.51 160.97 61.55

排污权 131.50 47.94 83.55

土地使用权 39,076.13 4,158.21 34,917.91

合计 39,430.14 4,367.12 35,063.01

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参见本节“五、公司的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之
“（二）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情况”，商标、专利等其他无形资产具体情况
如下：

1、商标
（1）境内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境内注册商标如下：

注：第1-56项商标由友发有限无偿转让给发行人，第70项商标由友诚镀
锌无偿转让给发行人，其余商标均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原始取得。

根据国家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第79项商标已取得授权，但商
标注册证书尚未下发。

（2）尚未取得但已签订转让协议的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出于保护品牌及字号的需要，于2020年7

月29日与天津市静海区百酒坊烟酒商行签订《商标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以6
万元购买已注册的“友发”商标（注册号：21549484，核定类别：33）及尚在注

册过程中的友发握手图样商标（注册号：34726676，核定类别：33），前述商标
的变更手续尚在办理中。

（3）境外商标
2017年8月7日、2018年4月23日，发行人与友发有限签订《境外注册商标协

议》，友发有限将其下列境外商标无偿转让给发行人，具体情况如下：
①“YOFA”商标马德里注册权属状态

序号 注册国别 注册证号 注册类别 注册方式 有效期 变更登记是否
完成

1 国际商标局

1076815 6、17、19 马德里国际
注册 2008.12.29-2028.12.29 是

2 新加坡（SG）

3 英国（GB）

4 韩国（KR）

5 越南（VN）

6 澳大利亚（AU）

7 日本（JP）

8 摩纳哥（MC）

9 法国（FR）

②“YOFA”商标逐一国际注册权属状态
序号 注册国别 注册证号 注册类别 注册方式 有效期 续 展 是

否完成
变更登记是
否完成

1

沙特阿拉伯

1262/80 6

逐一注册 2008.11.30-2028.04.25 是 是2 1248/82 17

3 1248/83 19

4

马来西亚

08020757 6

逐一注册 2008.10.16-2028.10.16 是 是5 08020758 17

6 08020745 19

7 加拿大 TMA796,184 6、17、19 逐一注册 2011.04.06-2026.04.26 是 是

8

泰国

KOR316386 6

逐一注册 2008.10.27-2028.10.26 是 是9 KOR317954 17

10 KOR315481 19

11

南非

2008/23778 6

逐一注册 2008.10.09-2028.10.09 是 是12 2008/23779 17

13 2008/23780 19

14

阿联酋

122749 6

逐一注册 2008.11.23-2028.11.23 是 是15 122750 17

16 122751 19

17

智利

858.965 6

逐一注册 2009.08.28-2029.08.27 是 是18 858.966 17

19 858.967 19

20 菲律宾 4-2008-012566 6、17、19 逐一注册 2009.02.16-2029.02.16 是 是

21 印度 1743306 6、17、19 逐一注册 2008.10.14-2028.10.14 是 是

③“YOUFA”及图形商标国际注册权属状态
序号 注册国别 注册证号 注册类别 注册方式 有效期 变更登记是否完成

1 马来西亚 07016694 6 逐一注册 2007.08.24-2027.08.24 是

2 加拿大 TMA774,799 6 逐一注册 2010.08.17-2025.08.17 是

3 印度 1589186 6 逐一注册 2007.08.10-2027.08.10 是

4 巴西 829401539 6 逐一注册 2011.08.02-2021.08.02 是

5 南非 2007/17917 6 逐一注册 2007.08.10-2027.08.10 是

6 菲律宾 4-2007-009047 6 逐一注册 2008.05.05-2028.05.05 是

7 阿联酋 104272 6 逐一注册 2007.11.26-2027.11.26 是

④“友发”商标国际注册权属状态
序号 注册国别 注册证号 注册类别 注册方式 有效期 变更登记是否完成

1 国际商标局

942528 6 马德里国际注册 2007.10.22-2027.10.22 是

2 澳大利亚

3 英国

4 美国

5 日本

6 韩国

7 新加坡

8 芬兰

9 叙利亚

10 意大利

11 德国

12 法国

13 波兰

14 埃及

2019年12月5日，天津市天金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境外商标情况说
明函》，证明友发有限上述转让的境外商标真实有效，该等商标均已申请并获
得了相应国际、地区或组织的商标授权主管机关的授权，同时其申请授权等事
项均遵循了商标授权国家、地区或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未发现被撤销、
取消或其他权利灭失情形，商标权属状态明确。

2019年12月2日，北京超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出具《境外商标情况说
明函》： 友发有限委托其申请续展时附表内19项境外商标所有权人为友发有
限，同时其受托代理“YOU� FA”及图形商标在阿联酋注册商标的转让。同时，
该商标代理机构证明，前述19项境外商标真实有效，其申请续展、转让等事项
均遵循了商标授权国家、地区或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商标权属状态明确。

2019年12月2日，北京优创信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出具《境外商标情
况说明函》，证明附表内的境外注册商标真实、有效，其申请授权或变更等事
项均遵循了商标授权国家、地区或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商标权属状态明确，
不存在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产权纠纷或其他争议、纠纷及
潜在纠纷。

2020年9月2日，北京优创信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出具《境外商标情
况说明函》，证明附表内的境外注册商标真实、有效，其申请授权或变更等事
项均遵循了商标授权国家、地区或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商标权属状态明确，
不存在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产权纠纷或其他争议、纠纷及
潜在纠纷。

2、专利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已获授权专利155项（其中3项

专利已获授权但尚未下发专利权属证书），其中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137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类型 专利权人 取得方

式

1 钢管换型用的零点确
认及轧辊对中方法 ZL201610830944.0 2016.09.18 2018.08.28 发明专利 友发德众、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2 焊管生产线用钢带上
料开卷除尘降噪系统 ZL201610829308.6 2016.09.18 2018.08.28 发明专利 友发德众、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 钢管自动打包系统 ZL201610829341.9 2016.09.18 2019.03.15 发明专利 友发德众、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4
一种基于拉绳式传感
器的轧辊间距测量系
统及方法

ZL201610829310.3 2016.09.18 2019.03.15 发明专利 友发德众、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5 一种钢管自动排管装
置 ZL201210092816.2 2012.03.28 2014.10.22 发明专利 友发德众 原始取

得

6 一种高强度复合型粘
结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ZL201210552529.5 2012.12.19 2014.01.15 发明专利 管道科技 受让取

得

7 管子自动打包机 ZL201410170756.0 2014.04.27 2016.02.10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原始取
得

8 弯曲导杆矫直装置 ZL201410170755.6 2014.04.27 2016.06.15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原始取
得

9 小直径焊管内毛刺去
除装置 ZL201710169676.7 2017.03.21 2018.10.30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原始取

得

10 用于阀体装配的高速
搬运机械手 ZL201710272072.5 2016.03.04 2019.08.27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1 一种具有站台结构的
检验机 ZL201611086441.3 2016.11.30 2019.08.23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2 一种压力传感器控制
的助行器 ZL201710251170.0 2017.04.18 2019.08.30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3 一种设备噪音自动分
析机 ZL201710278291.4 2017.04.25 2019.08.23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4 高精度多轴3D打印机
的打印方法 ZL201710767777.4 2017.08.31 2019.08.27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5 无尘防结冰市政道路
清洁系统 ZL201711419025.5 2017.12.25 2019.08.23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6
一种防泥沙的水底坠
物打捞设备及其工作
方法

ZL201810045868.1 2018.01.17 2019.08.23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7 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的
新型维护设备及系统 201811245133.X 2018.10.24 2019.09.03 发明专利 唐山正元 受让取

得

18 一种双梁龙门吊天车
线路控制系统 ZL201420853215.3 2014.12.29 2015.07.08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19 一种水平轴自动补焊
设备 ZL201520132739.8 2015.03.09 2015.07.29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20 一种钢管净头装置 ZL201520132738.3 2015.03.09 2015.07.29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21 一种带有钢管拣选装
置的钢管生产系统 ZL201520849681.9 2015.10.28 2016.05.11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22 一种钢管捆装板带自
动焊接装置 ZL201520845137.7 2015.10.28 2016.05.11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23 自动接管装置 ZL201521095467.5 2015.12.23 2016.06.01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管
道科技

原始取
得

24 一种带钢接头检测装
置 ZL201521100621.3 2015.12.23 2016.08.1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管

道科技
原始取
得

25 一种降噪抑尘房结构 ZL201521103098.X 2015.12.23 2016.12.0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管
道科技

原始取
得

26 简易穿管装置 ZL201521103096.0 2015.12.23 2016.12.0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管
道科技

原始取
得

27 一种塑管自动切割设
备 ZL201521089114.4 2015.12.23 2016.12.0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管

道科技
原始取
得

28 一种节能电机 ZL201521100213.8 2015.12.23 2016.08.1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唐
山正元

原始取
得

29 一种高频焊刀装置 ZL201521102731.3 2015.12.24 2016.07.06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友
发德众

原始取
得

30 全自动打包带裁剪机 ZL201521103383.1 2015.12.24 2016.12.0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友
发德众

原始取
得

31 一种新型拨管夹具 ZL201521089219.X 2015.12.24 2017.02.15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管
道科技

原始取
得

32 一种钢管自动打包机 ZL201620206047.8 2016.03.17 2016.07.2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3 一种纵剪机组分料盘
降噪装置 ZL201620207442.8 2016.03.17 2016.07.2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4 一种单动力多联动钢
管送料机构 ZL201620206619.2 2016.03.17 2016.07.27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5 一种飞锯降噪锯切结
构 ZL201620205992.6 2016.03.17 2016.08.03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6 一种钢管自动齐头冲
洗装置 ZL201620206049.7 2016.03.17 2016.08.31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7 一种上辊架可横向移
动的钢管矫直机 ZL201620989303.5 2016.08.29 2017.03.29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8 一种下辊位置可调节
的矫直设备 ZL201620989301.6 2016.08.29 2017.03.29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39
一种驱动装置与矫直
辊分立设置钢管矫直
装置

ZL201620987831.7 2016.08.29 2017.03.15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40 一种上辊架与底座分
立设置的矫直装置 ZL201620984187.8 2016.08.29 2017.03.01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 原始取

得

41 一种双向电磁搬运设
备 ZL201621043706.7 2016.09.08 2017.03.15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唐

山正元
原始取
得

42 一种新型钢管批量搬
运装置 ZL201621043707.1 2016.09.08 2017.08.29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唐

山正元
原始取
得

43 一种打包机的电磁辅
助设备 ZL201621043708.6 2016.09.08 2017.03.29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唐

山正元
原始取
得

44 一种高级电磁打包设
备 ZL201621043709.0 2016.09.08 2017.03.29 实用新型 友发集团、唐

山正元
原始取
得

45 一种自动接驳机 ZL201621053211.2 2016.09.13 2017.03.22 实用新型 管道科技、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46 一种钢管刷管机 ZL201621056602.X 2016.09.13 2017.03.15 实用新型 管道科技、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47 一种钢管涂塑生产线
设备 ZL201621056701.8 2016.09.13 2017.04.19 实用新型 管道科技、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48 焊管生产线用钢带上
料开卷除尘降噪系统 ZL201621062556.4 2016.09.18 2017.05.03 实用新型 友发德众、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49 钢管自动打包系统 ZL201621062557.9 2016.09.18 2017.05.03 实用新型 友发德众、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50 用于钢管自动打包系
统上的推管装置 ZL201621061730.3 2016.09.18 2017.05.03 实用新型 友发德众、友

发集团
原始取
得

（下转C10版）

（上接C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