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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产品供需角度来看，源自新住宅开发和二手房交易与装修的需求增速在降低，另一方面，安
全门、锁行业市场集中度不高，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在上述背景下，行业整体毛利率水平承压。

从原材料采购价格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发行人原材料尤
其是钢材的价格波动较大，报告期内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发行人凭借品牌、技术与质量优势具有一定的
提价和成本转嫁能力，但是大宗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和持续上升，仍对发行人盈利能力及其稳定性和毛
利率水平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从下游客户的需求来看，发行人产品主要为防盗门、防火门、装甲门、不锈钢门、铜门等安全门、锁类
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消费升级的推进，下游客户对个性化需
求和交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未来公司若不能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 有效应对市场竞争， 提高品牌议价能力和加强生产经营管
理，不能保持产品价格的稳定，或者成本控制不力，将可能面临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七）生产经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安全门行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季节性的波动与下游行业的季节性需求相关，主要表现为第一

季度相对第二、三、四季度为淡季。 一般来说，由于季节天气原因和春节等传统节日原因，第一季度为建
筑工程及装饰装修行业的传统淡季，同时也是安全门行业的传统淡季。

从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季节性分布情况来看，一季度为明显淡季，最近三年发行人一季度实现收入占
全年收入的比例平均为１１．７５％，二季度、三季度和四季度实现收入占全年收入比例平均为２９．１７％、２９．５３％
和２９．５４％，比较均衡，一般一季度和上半年发行人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占全年的比例较低，发行人存在营
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２０２０年１－９月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并出具“天健审〔２０２０〕８９７０ 号”审阅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已认真审阅了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保证该等财务报表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
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已认真审阅了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保证该等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以下公司２０２０ 年１－９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但已经天健会计师审阅：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９．３０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变动幅度

资产总计 ２３８，１６４．７０ １９４，９８４．８４ ２２．１５％
负债合计 １３７，５３８．６０ １０９，０１２．７０ ２６．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１００，７３０．９６ ８６，０６１．１０ １７．０５％
股东权益总计 １００，６２６．１０ ８５，９７２．１５ １７．０５％

２、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
７－９月

２０１９年
７－９月

变动
幅度

２０２０年
１－９月

２０１９年
１－９月

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７１，０８４．３８ ５８，５９４．７１ ２１．３２％ １３８，８１６．５２ １３７，０５１．２４ １．２９％
营业利润 １０，６１９．９４ ７，９７４．８１ ３３．１７％ １８，３７７．６１ １５，２７４．６５ ２０．３１％
利润总额 １０，６８８．７８ ８，０２５．４２ ３３．１９％ １８，０２３．３０ １５，７６１．３４ １４．３５％
净利润 ８，７２３．１４ ６，７１１．６８ ２９．９７％ １４，６５３．１５ １２，９５０．７６ １３．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８，７１７．８８ ６，７０７．２２ ２９．９８％ １４，６６９．０６ １２，９９１．６６ １２．９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４９７．９８ ６，５６７．９６ ２９．３９％ １３，７５７．３１ １１，７２０．５７ １７．３８％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７－９月

２０１９年
７－９月

变动
幅度

２０２０年
１－９月

２０１９年
１－９月

变动
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４３１．３３ １４，８２０．７５ １０．８７％ ３３，５５０．８９ ２２，０６９．４６ ５２．０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５２．８６ －８，６４９．９４ ４．６６％ －２３，５１０．６８ －６，６４６．４６ ２５３．７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１１９．３０ －１８，７４０．００ －９９．３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３７７．３４ ６，１６９．４４ １９．５８％ ９，９２１．５１ －３，３１５．２７ －３９９．２７％

４、非经常损益的主要项目和金额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
７－９月

２０１９年
７－９月

２０２０年
１－９月

２０１９年
１－９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３ －１８．８０ －７．３０ －１１４．０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１５６．０３ ９１．３５ １，４６１．１５ ８８０．６０
投资收益 ３０．０５ ５０．８４ －５６．５０ ２６６．６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２．１９ ５０．６１ －３４４．１０ ５６３．２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

小计 ２６０．１０ １７３．９９ １，０５３．２４ １，５９６．４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９．４０ ３４．７２ １４２．００ ３１８．６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０．８０ － －０．５２ ６．７２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２１９．９０ １３９．２６ ９１１．７５ １，２７１．０９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状况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较为良好，实现营业收入１３８，８１６．５２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１４，６６９．０６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９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１３，７５７．３１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７．３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渐减少，安全门
行业生产经营恢复正常，下游房地产开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发行人作为安全门行业的领先企业，
凭借品牌影响力、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优势，销售订单保持稳定增长，导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均有所增长。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定。此外，公司经营模
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
政策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 发行人预计实现营业收入２０２，０００．００万元至２１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同比增长幅度为３．５４％至

９．６９％，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２１，５００．００万元至２３，５００．００万元 ， 增长幅度为１．４９％至
１０．９３％之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２０，０００．００万元至２１，５００．００万元之
间，增长幅度为２．１２％至９．７８％之间。

上述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计中相关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
终可实现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术语

王力安防、 股份公司 、本
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力有限 指 王力安防产品有限公司，曾用名亚萨合莱－王力保安制品有限公司

亚萨合莱 指 ＡＡ Ａｓｉ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Ｂ，后更名为ＡＳＳＡ ＡＢＬＯＹ Ａｓｉ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Ｂ，系王力有限的原控股
股东

王力集团 指
王力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发起人股东之一、控股股东 ，曾用名浙江王力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王力实业有限公司

王力电动车 指 浙江王力电动车业有限公司，发行人发起人股东之一

华爵投资 指 武义华爵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发起人股东之一

共久投资 指 永康市共久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起人股东之一

尚融投资 指 尚融（宁波）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起人股东之一

岠玲投资 指 宁波高新区岠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发起人股东之一

王力工贸 指 永康市王力工贸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王力铜艺 指 浙江王力铜艺有限公司，王力工贸持有其７２％的股权

加彩工贸 指 浙江加彩工贸有限公司，王力工贸曾持有其７６．３８％的股权，现已注销

王力门业 指 浙江王力门业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金木门业 指 浙江金木门业有限公司，王力门业全资子公司

四川特防 指 四川王力特防门业有限公司，王力门业全资子公司

四川王力 指 四川王力安防产品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王力高防 指 浙江王力高防门业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四川高防 指 四川王力高防门业有限公司，王力高防全资子公司

冰神科技 指 永康市冰神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曾持有其５１％的股权，现已转让

王力智能 指 深圳市王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德国王力 指 Ａｉｇａｎｇ ＧｍｂＨ， Ｍüｎｃｈｅｎ，德国Ａｉｇａｎｇ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四川力建 指 四川力建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王力持有其２９．８８％的股权

王力软件 指 永康市王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王力进出口 指 浙江省永康市王力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运物流 指 浙江中运物流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博锐咨询 指 永康市博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快干智能家居 指 浙江快干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丹弗王力 指 浙江丹弗王力润滑油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曾控制的其他企业，现已注销

四川安智居 指 四川安智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王力建设 指 四川王力建设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优暖智能 指 浙江优暖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力捷置业 指 蓬溪力捷置业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曾控制的其他企业

润誉管理 指 永康市润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优暖家居 指 浙江优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王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华爵集团 指 华爵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华爵咨询 指 武义华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华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武义中运 指 武义中运物流有限公司，华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浙江丹弗中绿 指 浙江丹弗中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河北丹弗中绿 指 河北丹弗中绿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丹弗中绿全资子公司，现已注销

天津丹弗中绿 指 天津丹弗中绿润滑油有限公司，浙江丹弗中绿全资子公司

万泓集团 指 万泓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弟弟王斌革控制的企业

能诚集团 指 能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弟弟王斌坚控制的企业

王力机械 指 永康市王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永康市王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纳工贸 指 浙江广纳工贸有限公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弟弟王斌革控制的企业

红星星五金 指
永康市红星星五金配件厂 ， 发行人副总经理陈智贤兄弟陈智勇持有其１００．００％的股
权 ，现已注销

宜兴科力发 指
宜兴科力发防火材料有限公司，原持有冰神科技４９％的股权 ，现持有冰神科技１００％
的股权

步阳 指 步阳集团有限公司

盼盼 指 盼盼安居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美心 指 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恒大、恒大地产 指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融创、融创地产 指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绿地、绿地地产 指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 指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世茂、世茂股份 指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绿城、绿城地产 指 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梁、中梁地产 指 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弘阳集团 指 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 指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盛、荣盛地产 指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路劲地产 指 路劲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鲁能、鲁能集团 指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的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２０１８年修订）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２０１９年修订）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海
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 指 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计
师、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坤元评估公司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二、专业术语
进户门 指 进入房屋的第一道门，也叫 “入户门”，防盗性能要求高

机械锁 指 一种没有电子器件的大密钥量高可靠的全机械锁

智能锁 指 区别于传统机械锁，在用户识别、安全性、管理性方面更加智能化的电子锁具

安全门五金 指 各种金属和非金属配件的统称，主要包括拉手、铰链、闭门器 、插销等

生物识别技术 指
通过计算机与光学 、声学 、生物传感器和生物统计学原理等高科技手段密切结合 ，
利用人体固有的生理特性，（如指纹、脸象、虹膜等）和行为特征（如笔迹 、声音 、步态
等）来进行个人身份的鉴定

指纹识别 指
指纹是指人的手指末端正面皮肤上凸凹不平产生的纹线 ，具有终身不变性、唯一性
和方便性，指纹识别即指通过比较不同指纹的细节特征点来进行鉴别

城市化 指
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
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 （第三产业）等
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消费升级 指
消费结构的升级，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它直接
反映了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

柔性化 指
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基础上， 实现生产线上小批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之间的相互转
换 ，是非标准定制化产品生产的重要技术指标

渠道扁平化 指
通过缩减分销渠道中不增值的环节或者增值很少的环节 ，以降低渠道成本，实现生
产商与最终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 ，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 ，并有效地回避渠道风
险，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的良性发展

ＶＯＣｓ 指
挥发性有机物 ，是指常温下饱和蒸汽压大于１３３．３２ Ｐａ、常压下沸点在５０～２６０℃以下
的有机化合物 ，或在常温常压下任何能挥发的有机固体或液体

塑粉 指
喷塑工艺的材料， 就是塑料粉末经过高温加热之后通过压缩空气给风喷到材质表
面

前处理 指
金属表面前处理，前处理主要是磷化，原理上应属于化学转换膜处理，主要应用于
钢铁表面磷化，是一种化学与电化学反应形成磷酸盐化学转化膜的过程，所形成的
磷酸盐转化膜称之为磷化膜

物联网 指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 ”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 ，是物物相连
的互联网

智能家居 指
以住宅为平台 ，利用综合布线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 、
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 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
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智慧城市 指
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意念，集成城市的组成系统和服务，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
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供应链管理 指
以最少的成本 ，令供应链从采购开始 ，到满足最终客户的所有过程 ，使供应链运作
达到最优化

ＯｐｅｎＲｅｓｔｙ 指
一种高性能Ｗｅｂ平台 ，用于方便地搭建能够处理超高并发、扩展性极高的动态Ｗｅｂ
应用、Ｗｅｂ服务和动态网关

Ｎｅｔｔｙ 指 一个ｊａｖａ开源框架 ，用以快速开发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网络服务器和客户端程序

Ｒｅｄｉｓ 指
一个开源的使用ＡＮＳＩＣ语言编写 、 支持网络 、 可基于内存亦可持久化的日志型 、
Ｋｅｙ－Ｖａｌｕｅ数据库 ，并提供多种语言的ＡＰＩ

ＮＳＱ 指 一个基于Ｇｏ语言的分布式实时消息平台

Ｄｏｃｋｅｒ 指
一个开源的应用容器引擎 ， 让开发者可以打包他们的应用以及依赖包到一个可移
植的容器中，然后发布到任何流行的 Ｌｉｎｕｘ 机器上，也可以实现虚拟化

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股数：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７００万股，不少于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１０％，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元 ／ 股（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由公司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 【】倍（发行市盈率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确定）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４９元（按照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照【】年【】月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
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投
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
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
诺

１、发行人控股股东王力集团，实际控制人王跃斌先生、陈晓君女士 、王琛女士 ，股东王力电动车 、
华爵投资 、共久投资 、王斌革先生 、王斌坚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
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
２、股东尚融投资和岠玲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３、除上述承诺外，担任或曾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王跃斌先生 、王琛女士 、应敏女
士、胡迎江先生 、王挺先生 、徐建阳先生 、陈智贤先生 、王李霞女士 、王顺达先生 、李琼杏女士 、支
崇铮先生和闫晓军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２５％；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上述发行价作
相应调整。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总额预计为９，２９３．３５万元，其中：承销保荐费用５，３８５．８０万元，审计及验资费
用２，１００．００万元，律师费用１，２３５．８５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４９０．５７万元 ，用于本次发
行的发行手续费用８１．１３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ａｎｇｌ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６，９０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跃斌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９日
股份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
住所 浙江省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３２１３００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负责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负责人 陈泽鹏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９－８９２９ ７８３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９－８７２２ ８５５５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ｆａｎｇ．ｃｏｍ ／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ｆ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ｂ＠１６３．ｃｏｍ

经营范围

防盗门、防盗锁、防火门、车库门、不锈钢门 、铜门，室内门、非标门 、防火
窗 、密封条及其零配件研发、制造、装配 、销售 、安装、售后服务 ；木门销
售；塑粉（不含危险品）的制造、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经营增值
电信业务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智能家居设备 ，通信终端设备研发 、制
造、销售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由王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王力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

以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４９，０９５．８８万元为基准，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注册资
本为３６，９００．００万元，净资产大于注册资本的部分１２，１９５．８８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天健会计师对本次整体变更的注册资本及其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出具了天
健验［２０１６］５３２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坤元资产评估对本次整体变更进行了评估 ，并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
日出具了坤元评报［２０１６］６２２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王力有限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５６，６６７．８２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１５．４２％。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王力安防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９１３３０７８４７７１９４２０４７Ｇ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共有９位发起人股东，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王力集团 １９，３７２．５０００ ５２．５０％
２ 王力电动车 ７，３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陈晓君 ２，９５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４ 华爵投资 ２，７６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
５ 共久投资 ２，２１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６ 王斌坚 ７３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７ 王斌革 ７３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８ 尚融投资 ６１５．０１２３ １．６７％
９ 岠玲投资 １２２．９８７７ ０．３３％

合计 ３６，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发起人股东王力集团 、王力电动车 、华爵投资、共久投资和陈晓君持股比例在５％以上 ，为公司

主要发起人。
发行人改制设立前，发起人股东陈晓君拥有的主要资产为持有王力有限、王力集团、华爵集团 、王力

电动车、华爵投资和华爵咨询等的股权，持股比例分别为８％、３０％、３０％、１６．３２６５％、１６．３３％和２４％。
发行人改制设立前，发起人股东王力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王力软

件、王力进出口 、中运物流、博锐咨询 、王力有限和丹弗王力等的股权投资，持股比例分别为１００％、６０％、
５１％、６０％、５２．５０％和７８．２０％。

发行人改制设立前，发起人股东王力电动车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电动车的生产销售及对外投资，主要
资产为其持有的王力有限２０．００％的股权。

发起人改制设立前，发起人股东华爵投资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王力有
限７．５０％的股权。
发起人改制设立前 ， 发起人股东共久投资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 ， 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王力有限
６．００％的股权。

发行人改制设立后，除王力集团新设快干智能家居 、王力建设 、王力安智居 、浙江优暖智能、润誉管
理和浙江优暖家居外，主要发起人股东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三、股本情况
（一）发行人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３６，９００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６，７００万股 ，不少于本次发行后股

份总数的１０％，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

况”部分相关内容。
（二）相关人员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发行人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公司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 出资比例 股份性质

１ 王力集团 １９，３７２．５０００ ５２．５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２ 王力电动车 ７，３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３ 陈晓君 ２，９５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 自然人股

４ 华爵投资 ２，７６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５ 共久投资 ２，２１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６ 王斌坚 ７３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 自然人股

７ 王斌革 ７３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 自然人股

８ 尚融投资 ６１５．０１２３ １．６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９ 岠玲投资 １２２．９８７７ ０．３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合计 ３６，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股东均为国内法人、国内自然人或有限合伙企业，发行人无

国有股东或外资股东。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跃斌、陈晓君和王琛。王跃斌和陈晓君是夫妻关系，王琛是王跃斌

和陈晓君的女儿。 王跃斌、陈晓君和王琛控制的王力集团持有发行人５２．５０％的股权，王跃斌、陈晓君和王
琛控制的王力电动车持有发行人２０．００％的股权 ， 王跃斌 、 陈晓君和王琛控制的华爵投资持有发行人
７．５０％的股权 ，王琛控制的共久投资持有发行人６．００％的股权 。 同时，陈晓君直接持有发行人８．００％的股
权。

王斌革和王斌坚与王跃斌是兄弟关系，各直接持有发行人２．００％的股权。
陈智慧持有共久投资１．１６６７％的财产份额，陈智慧之弟陈智贤持有共久投资１．１６６７％的财产份额 ，陈

智慧的配偶的弟弟徐建阳持有共久投资１．１６６７％的财产份额，陈智慧和陈智贤与实际控制人陈晓君是兄
妹关系；王有金持有共久投资１．１６６７％的财产份额，王有金之妹夫王金有持有共久投资０．８３３３％的财产份
额；王李霞持有共久投资１．１６６７％的财产份额，王李霞之配偶朱剑彪持有共久投资０．８３３３％的财产份额。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直接或者间接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相互之间不存在属于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的亲属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安全门等门类产品以及机械锁和智能锁等锁具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公司以锁具研发为核心，以成熟的安全门研发、生产体系为支撑，向市场提供优质的门、锁产品，是

集科研、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门、锁业企业。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门、锁业生产线和完善
的营销服务体系，与世茂、恒大、融创、绿城和荣盛等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的安全门等门类产品按材质分类主要有钢质门、装甲门、铜门、金木门、不锈钢门、铸铝门和木
门等，锁具产品主要包括智能锁和机械锁，产品线布局丰富。 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人的销售方式和渠道
从销售渠道来看，公司销售模式有三种，即工程客户销售模式、经销商模式、电商模式。
工程客户销售模式既有公司的销售管理总部直接开发对接的房地产公司等工程项目， 也有经销商

在前期承揽、中期参与、后期催款等形式参与的工程项目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对工程客户采用的销售模
式以后者为主。

经销商模式是建立在完善的线下销售网络基础之上的销售模式， 也是成熟的安全门行业普遍采用
的销售模式，公司有成熟完善的经销商管理体系。 公司电商模式是随着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的发展而
发展起来，公司拥有王力天猫旗舰店、王力智能家居天猫旗舰店和王力京东旗舰店等电商店面，既是其
他销售模式的重要补充，也是有效的品牌宣传方式。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发行人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分为主材和辅材两大类，主材主要包括钢材，辅材主要包括安全门五金

件及其他辅料。公司的采购主要采用以需定采的模式，根据公司的生产计划产生的物料需求与供应商签
订备货协议，为了保证公司可以及时排产和维持产能，公司通常备有一定量原材料库存。

公司对主要原材料均有相对固定的采购或供应渠道，且供应充足，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目前国内安全门行业企业在产品质量、价格、广告、销售网络及技术创新上形成品牌效应的较少。安

全门产品是一类既要满足消费者审美需求，又关乎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大品牌无论在设计、工
艺还是安全防护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品牌效应明显，在市场上更受到客户认可。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安全门等门类产品以及机械锁和智能锁等锁具产品的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安全门类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以及机械锁和智能锁等锁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公司以锁具研发为核心，以成熟的安全门研发、生产体系为支撑，向市场提供优质的门、锁产品，是
集科研、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门、锁业企业。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门、锁业生产线和完善
的营销服务体系，与世茂、恒大、融创、绿城和荣盛等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发行人是中国消防协会会员、浙江省防火门行业自律委员会理事、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会员和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发行人在锁具领域技术处于业内
领先水平，是由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编制的《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
应用智能门锁安全技术》（导则）的参与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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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固定资产概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９，７４７．４８ ５，２７９．４０ ３４，４６８．０７ ８６．７２％
办公设备 １，１６３．４６ ６８４．２２ ４７９．２４ ４１．１９％
机器设备 ２０，０１２．１５ １０，４７９．８０ ９，５３２．３５ ４７．６３％
运输工具 １，８３３．７１ １，４５０．０７ ３８３．６５ ２０．９２％

合计 ６２，７５６．７９ １７，８９３．４８ ４４，８６３．３１ ７１．４９％
２、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设备原值 设备净值 成新率

１ 折弯机 ２１２ １，７８３．２３ ６２１．１０ ３４．８３％
２ 转印流水线 ９ １，３８９．８０ ６０６．７３ ４３．６６％
３ 液压机 ３８ １，２０２．５０ ２９３．５４ ２４．４１％
４ 压力机 ２９７ １，０５９．３２ ２７０．３３ ２５．５２％
５ 喷粉流水线 ８ ９６７．２４ ４４１．６９ ４５．６６％
６ 涂装流水线 ６ ８９０．０４ ３８５．７２ ４３．３４％
７ 门板自动冲压成型生产线 １ ８０９．８８ ６７７．８８ ８３．７０％
８ 冲床 ２１７ ７００．９３ ３１４．９３ ４４．９３％
９ 剪切线 ５ ５２４．８２ １６６．７１ ３１．７７％
１０ 走心机 １４ ３８３．４６ ３０８．６５ ８０．４９％
１１ 封边机 １１ ３３５．５５ ２３０．５８ ６８．７２％
１２ 废气处理设备 １６ ３５９．６３ ２５３．７６ ７０．５６％
１３ 成型机 ２２ ２０４．４４ ６９．８４ ６５．３４％
１４ 切割机 ３９ ２３２．９８ １５２．２４ ７５．４５％
１５ 除尘设备 ２４ ２０２．１５ １５２．５２ ３４．８３％

小计 １１，０４５．９７ ４，９４６．２２ ４４．７８％
３、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
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所有权人 坐落位置
面积

（平方米）
房屋用途

他项
权利

１ 浙（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６８３６号 王力门业 武义县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５５，７３２．３５ 厂房 、 宿舍 、
实验楼

抵押

２ 浙（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６８３７号 王力门业 武义县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４７，０８７．７３ 厂房 抵押

３ 浙（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６８３８号 王力门业 武义县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６２，３５９．７９ 厂房 、 食堂 、
宿舍

抵押

４ 房权证武字第２０１０００４５１号 王力门业 武义县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２２，５９０．９１ 厂房 无

５ 房权证武字第２０１１０４２５８号 王力门业 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６，１０６．２２ 宿舍 无

６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９４号 发行人 润虹路３６３室４０１室 ６８０．５２ 店铺 无

７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９２号 发行人 润虹路３６３室４０２室 ６６３．０２ 店铺 无

８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７０号 王力高防 润虹路３６３室３０１室 ６８０．８９ 店铺 无

９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７４号 王力高防 润虹路３６３室３０２室 ６６１．６８ 店铺 无

１０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７８号 王力门业 润虹路３６３－３号１０２室 ３５７．４４ 店铺 无

１１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６９号 王力门业 润虹路３６３－１号１０３室 ２７８．７５ 店铺 无

１２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６６号 王力门业 润虹路３６３号５０１室 ４７７．５３ 店铺 无

１３ 沪（２０２０）闵字不动产权第０１０２４０号 王力门业 润虹路３６３号５０２室 ４４１．８６ 店铺 无

注：上述第６项至第１３项房屋所有权对应的宗地面积为２３，１１０．１０平方米
（二）主要无形资产
１、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注册商标２７２项，具体情况见附件一。
２、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专利权２３６项，具体情况见附件二。
３、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证号 坐 落 所有权人
面积

（平方米）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权利期限
他项
权利

１ 浙（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
第０００６８３６号 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王力门业 ２０１１４．２１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６３年７月７日 抵押

２ 浙（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
第０００６８３７号 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王力门业 ３６６９３．４９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５７年９月２９日 抵押

３ 浙（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
第０００６８３８号 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王力门业 ２４１３５．７８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５７年９月２９日 抵押

４ 浙（２０１７）永康市不动产权
第０００５２５０号 经济开发区Ｓ１５－２地块 发行人 １２００００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６５年１１月１９日 无

５ 武国用（２０１３）第０６２４７号 武义县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 王力门业 ２３０９９．２６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５７年９月２９日 无

６ 川（２０２０）蓬溪县不动产权
第０００００２６号 蓬溪县上游工业区 四川王力 １５６７０８．６３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６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无

７ 川（２０１９）蓬溪县不动产权
第０００８６０７号 蓬溪县上游工业区 四川特防 １４４２１３．８７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０６９年０８月２５日 无

４、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如下已登记的著作权：
（１）美术作品著作权

序号 著作权人 登记号 作品名称 登记日期 创作完成日期

１ 发行人 国作登字－２０１７－Ｆ－００４７８２３９ 让安全更便捷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２ 发行人 国作登字－２０１７－Ｆ－００４７８２４０ 不止是便捷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３ 发行人 国作登字－２０１７－Ｆ－００４７８２３８ 既安全更便捷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２）计算机软件作品著作权
序号 著作权人 登记号 软件名称 开发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１ 发行人 ２０１８ＳＲ０７８１７１ 王力智能家居控制ａｎｄｒｏｉｄ版Ａｐｐ软
件 ［简称：王力智能］Ｖ３．０．４ ２０１７－１１－２３ ２０１７－１１－２３ 原始取得

２ 发行人 ２０１７ＳＲ０５１４７０ 王力智能家居控制ＩＯＳ版ＡＰＰ软件
［简称：王力智能］Ｖ２．１ ２０１６－１０－３１ 未发表 原始取得

３ 发行人 ２０１９ＳＲ０１５５８０１ 王力门店宝安卓版软件 ２０１８－１２－３０ 未发表 原始取得

（三）主要资产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房产租赁情况如下：

编号 出租方 承租方 位置 面积（ｍ２） 租赁期限
年租金
（万元）

１ 能诚集团 发行人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金都路
８８８号厂房 １６，９２３．８５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２０．０１

２ 万 泓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发行人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南大
道９号 ８２，５９８．０４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１，１１５．０７

３ 运 迈 实 业 （ 上
海）有限公司

发行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下沙
新街２００弄５１园区内２＃厂房
１０３室

１，３４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１ 至
２０２２－０６－１５

前二年５８．７４，租金每两年
递增６％

４
济 南 市 天 桥 区
堤 口 乐 华 化 工
厂

发行人
新徐工业园北头厂房 （新徐
村东北角） ６２５．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１４．８３

５ 郑 州 绅 士 群 体
仓储有限公司

发行人
新郑市龙湖镇徐村村委向南
２００米 ５３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７ －１２ 至

２０２１－０７－１１ ８．９９

６ 太 原 慧 同 峰 商
贸有限公司

发行人 许坦东街２３号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８ 至
２０２１－０４－０７ ７．３４

７ 营 区 管 理 办 公
室

王力高防
湖北省武汉市叶湾村三店营
区院内 ４４８．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０３－３１ １１．２９

８ 李忠长 王力高防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
镇雷家村十三社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０３－３１ １１．５２

９ 兴 发 物 流 （ 南
昌）有限公司

王力门业
南昌市小蓝工业园汇仁西大
道６０８号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４ －２５ 至

２０２１－０４－２４ １１．８８

１０
长 沙 市 芙 蓉 区
旭 昌 建 筑 工 程
设备租赁行

王力门业
湖南省农科院土肥所仓库背
面壹间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５ 至

２０２４－０４－１５
２６．８８，从第三年开始，租金

按照每年５％递增支付

１１
深 圳 云 世 纪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王力智能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１６号东
方科技大厦９层０６号 ５２０ ２０２０ －０６ －２８ 至

２０２１－０７－０７ ３５６，５５３．６０

１２ 浙 江 豆 办 网 络
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聚工
路１１号５幢１５层１５０３室１５０４
室１５０５室１５０６室

５３６．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２ －１４ 至
２０２１－０２－１３ ３２．８７，租金每年递增５％

１３ 能诚集团 王力高防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金都路
８８８号厂房 １０４，３１０．０７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１，３５６．０３

１４
伯特利伟业 （北
京 ）家具有限公
司

王力高防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陆辛
庄７１８号

仓库９８６．５；办公
区５０

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４ 至
２０２１－０３－２３ ４０．７５，租金每年递增５％

１５ 合 肥 森 林 木 业
建材有限公司

王力门业 吴井路１＃ ４８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１０ －２６ 至
２０２０－１０－２５ ８．８２

１６
西 安 市 未 央 区
华 狄 仓 储 服 务
部

王力门业
西安市未央区华圣果业东北
华狄仓储物业园 ６９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６ －１０ 至

２０２１－０６－０９

第一年１４．９５，
第二年１５．８０，
第三年１６．６５

１７ 能诚集团 王力铜艺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金都路
８８８号厂房３幢１楼西区 １０，５６３．９３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１３７．３３

１８ 四 川 大 鹰 门 业
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王力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上游工业
园 ２５，６０４．５０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２０２．７９

１９
西 安 市 未 央 区
华 博 仓 储 服 务
部

王力门业
未央区华圣果业东北华博仓
储物流 ７０５ ２０１９ －０６ －１０ 至

２０２１－０６－３０ ４０．３７

２０ 谭贞芬 王力门业
南宁市兴宁区邕武立交桥先
飞达物流仓储中心 ２６０ ２０１９ －１２ －２３ 至

２０２０－９－３０ ５．６２

２１
石 家 庄 新 利 源
煤 机 机 械 有 限
公司

王力高防
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北大街
西营村北三丰纸箱厂院内 ７００ ２０１９ －１０ －１５ 至

２０２０－１０－１４ １０．０１

（四）发行人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未拥有特许经营权。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１、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王力集团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王力集团持有发行人５２．５０％的股份 ，除控制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外，王力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王力集团 ６，０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等
持有发行人５２．５０％的股权 ，为发
行人控股股东

博锐咨询 ３．００ 企业经营管理、经济信息咨询等项目投资咨询服务 王力集团持有其６０％的股权

中运物流 １，０００．００ 道路货运经营 王力集团持有其５１％的股权

王力进出口 １００．００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王力集团持有其６０％的股权

王力软件 ５００．００ 计算机软件的研究设计等 王力集团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快干智能家居 １，０００．００ 智能晾衣架、家用电器等的生产销售 王力集团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四川安智居 ２，０００．００ 智能科技技术项目研发，工业产品外观设计，晾衣机 、
地板设计、生产与销售等

润誉管理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王力建设 １，０００．００ 建筑工程，工业厂房建设 ，市政工程 ，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等

王力集团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

浙江优暖智能 ２，０００．００ 电地暖器材、水地暖器材的研发、加工、销售等 王力集团持有其７２．００％的股权

润誉企业管理 ５００．００ 企业管理咨询 王力集团持有其１００．００％的股权

浙江优暖家居 ２，０００．００ 电地暖器材、水地暖器材的研发、加工、销售等 王力集团持有期７２．００％的股权

发行人控股股东王力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与发行人明显不同， 发行人
与王力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２、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实际控制人王跃斌 、陈晓君和王琛 ，通过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方式

合计控制发行人９４％的股份 ，其未控制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企业；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王力
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华爵集团 ６，０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
王琛持有其４０％的股权 ， 王跃斌持有其３０％的股
权，陈晓君持有其３０％的股权

王力电动车 ２，０５８．００ 电动车的制造、销售等
华爵集团持有其５１．０２％的股权 ， 王跃斌持有其
３２．６５％的股权 ，陈晓君持有其１６．３３％的股权

华爵咨询 １０．００ 企业经营管理 、经济信息咨询
等项目咨询服务

华爵集团持有其５１％的股权，王跃斌持有其２５％的
股权 ，陈晓君持有其２４％的股权

武义中运 １００．００ 货运等
华爵集团持有其５１％的股权，王跃斌持有其３９％的
股权

华爵投资 ５００．００ 股权投资及管理服务等
华爵集团持有其５１．０２％的股权 ， 王跃斌持有其
３２．６５％的股权 ，陈晓君持有其１６．３３％的股权

共久投资 １，０００．００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 王琛持有其６７．００％的出资额

浙江丹弗中绿 ３，０００．００ 生物基润滑技术的研发 、生物
基润滑油的生产销售等

华爵集团持有其５１．００％的股权 ， 王跃斌持有其
３１．００％的股权

天津丹弗中绿 ３００．００ 润滑油的分装、销售等 浙江丹弗中绿持有其１００．００％的股权

永康市润晖玻璃制品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６０．００ 股权投资

陈晓君持有其９１．０７％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

发行人与上述关联方经营范围与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不同，产品不同，生产的技术与工艺不同，面向
的客户和市场不同，因此处于不同行业之中，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经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１、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中运物流 接受劳务 ２３０．１８ ０．４８％ ７１１．７３ ０．５２％ ７１６．２５ ０．５８％ ７２１．５７ ０．６３％

浙江康廷大酒店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５２．８８ ０．１１％ １３３．３４ ０．１０％ １６５．１０ ０．１３％ １２２．６５ ０．１１％

丹弗王力 购买商品 － － － － － － ８５．６８ ０．０７％

王力电动车 购买商品 － － － － ０．９４ ０．００％ １．４６ ０．００％

广纳工贸 购买商品 － － － － ０．７６ ０．００％ － －

浙江丹弗中绿 购买商品 ３９．９９ ０．０８％ ５４．１４ ０．０４％ ７６．９０ ０．０６％ － －

冰神科技 购买商品 － － ３，６９８．６２ ２．９９％ － －

报广互联 （北京 ）信
息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 － ９．７１ ０．０１％ － － － －

快干智能家居 购买商品 － － ０．６１ ０．００％

合计 ３２３．０６ ０．６８％ ９０９．５３ ０．６７％ ４，６５８．５６ ３．７７％ ９３１．３７ ０．８１％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类关联交易的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１）向中运物流采购运输服务
中运物流主要提供道路货运经营业务，服务对象主要为王力安防、王力集团其他下属企业及其他客

户。 王力安防销售商品所需的运输服务，无论是经销商客户还是经销商参与的工程业务客户，均由经销
商承担运费；发行人自营的工程业务客户、直销给工程业务客户产品而不需要提供安装服务的业务以及
发行人由生产基地运往各大区域中心设置的异地仓库的备货所涉及的商品的运输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发行人采购中运物流的运输服务的定价比照其他非关联方的价格水平执行， 关联交易价格与同类
非关联交易价格不具有显著差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２）向冰神科技采购防火门芯板
冰神科技原为王力安防控股子公司，发行人持有其５１％的股权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发行人将所持冰神

科技５１％的股权转让给宜兴科力发，发行人持续向冰神科技采购防火门芯板 ，但在转让股权之前 ，因冰
神科技为发行人子公司， 属于合并报表范围的内部交易故不形成关联交易，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１２月向冰神科
技的采购形成关联交易。

发行人与冰神科技之间的采购交易作价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且与市场采购价格相比不具有显著差
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防火门芯板市场供应充足，发行人不再持有冰神科技股权后，逐步转向市场采购。

（３）其他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类的其他关联交易主要如下：１）向浙江

康廷大酒店采购餐饮及住宿服务；２）向丹弗王力和浙江丹弗中绿采购润滑油。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较小且呈逐年降低趋势，占营业成本比重较

低，对发行人影响较小。
２、出售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西宁王爵防盗门有限公司 门及配件 ２３２．４５ ０．３４％ ７７７．４１ ０．４０％ ９２４．９１ ０．５４％ ７７９．３０ ０．４５％

永康市绿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门及配件 － － １６．６０ ０．０１％ １５６．７１ ０．０９％ ９．３２ ０．０１％

广纳工贸 门及配件 １１．９１ ０．０２％ ６２．９２ ０．０３％ ５３．９１ ０．０３％ １７９．３７ ０．１０％

王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门及配件 － － ０．５０ ０．００％ ５．８２ ０．００％ ８８．０５ ０．０５％

王力电动车 门及配件 － － － － － － ８４．４５ ０．０５％

浙江丹弗中绿 门及配件 － － － － ０．１５ ０．００％ － －

王力集团 配件 － － ０．３９ ０．００％ － － － －

合计 ２４４．３５ ０．３６％ ８５７．８３ ０．４４％ １，１４１．５０ ０．６６％ １，１４０．４９ ０．６７％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西宁王爵防盗门有限公司交易金额包括青海良骏商贸
有限公司及朱孟良。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提供劳务主要包括：１）向王挺配偶的父母朱孟良、朱金苏及其
控制的企业等经销商客户销售安全门产品；２）向永康市绿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力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工程客户销售安全门产品；３）向浙江广纳工贸有限公司销售安全门产品及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
关联方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金额较小，且占营业收入比重较低，对发行人影响较小。

３、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发行人向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最近三年，发行人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

报酬总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２３７．７３ ６１１．７０ ５４５．１０ ４５９．５７
最近一年，发行人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报酬的具体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之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薪酬及兼职情况”。
４、房屋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租赁房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万泓集团 办公楼及厂房 ５３０．９９ １，０６８．６６ １，０６８．６６ ９５４．８３
能诚集团 办公楼及厂房 ８１５．８９ １，７１７．９５ １，７１７．９５ １，５８２．０４
王力机械 厂房 － － － ３３．３３

合计 １，３４６．８８ ２，７８６．６１ ２，７８６．６１ ２，５７０．２０
报告期内，公司租赁万泓集团、能诚集团和永康市王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房产用于生产及办公用

途，租赁价格参照相同区域房产的租赁市场价格协商定价，定价公允。
５、商标转让及许可
２０１６年王力集团将３７１３７０２号注册商标无偿转让给本公司，公司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起授权广纳工贸对

其生产销售的保险箱使用该商标，约定按广纳工贸实现销售额的２％收取商标使用费。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
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分别收取商标使用费６２．４５万元、３４．５４万元、２４．６６万元和８．０３万元。

（三）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发行人受让关联方的商标与专利，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商标局核准，从控股股东王力集团处无偿受让与门锁业务有关的商标所有权１６

项；报告期内，发行人经专利局核准，从华爵集团无偿受让１８项与门锁业务有关的专利。
（四）比照关联交易披露的其他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陕西倬腾安防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存在销售交易。根据现行《公司法》、《企业会计

准则第３６号———关联方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上述公司不属于发行人的关联方。 鉴于上述公司的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 ，且上述公司曾为发行人重要经销商，从谨慎角度考虑，公司将
与陕西倬腾安防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销售交易比照关联交易予以披露。 上述特定关系公司及与发
行人的关系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关系类型

陕西倬腾安防产品科技有限公司 王跃斌的表弟吕宁及其配偶控制的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上述特定关系公司发生的出售商品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

容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陕西倬腾安防产品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

门及配
件 － － － － － － ５．６５ ０．００％

合计 － － － － － ５．６５ ０．００％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
报告期内，陕西倬腾安防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原系公司经销商，负责公司西安地区的安全门产品的销售。
２０１７年，发行人向陕西倬腾安防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销售金额为５．６５万元，陕西倬腾安防产品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为发行人在西安地区的经销商，交易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发行人向其销售安全门及
配件等产品，２０１７年交易金额较小，对发行人影响较小，交易价格按照发行人制定的统一产品价格政策进行
交易，价格公允。 自２０１８年起，发行人不再向陕西倬腾安防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销售商品。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出售商品、房屋租赁及商标转让及

许可等。上述关联交易作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六）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其当时《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规定的程序。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近三年及一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并审议通过了《关于确
认公司２０１８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测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近三年度关联交易公允性的议
案》和《确认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测２０２０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通过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慎调查，认为：公司最近三年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
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经常性关联交易均能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交
易的发生具有合理性，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１９年
薪酬情
况 （万
元）

持有公
司股份
数量
（股）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王跃斌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５３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２４

曾担任永康市现代开采机械
厂厂长、王力机械总经理，现
任王力集团董事长、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华爵集团董事长
王力集团董事长

浙江丹弗中绿董事长
中运物流监事

王力进出口执行董事
王力电动车执行董事
华爵投资执行董事
华爵咨询执行董事
王力软件执行董事
博锐咨询执行董事

７１．０７

间接持
股１５，
１３４．００
万股

无

王 琛
董事、副
总经理

女 ２６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２４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力集团董事
华爵集团董事
华爵投资监事
华爵咨询监事
王力软件监事

快干智能家居监事

４５．８７

间接持
股６，
８４７．６２
万股

无

应 敏 董事 女 ５４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２４

曾担任王力集团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董事

王力集团监事
浙江丹弗中绿监事 ４３．４８

间接持
股２５．８３
万股

无

胡迎江 董事 男 ５４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２４

曾担任王力集团市场部经理、
王力有限市场部经理、浙江浩
力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力有限产品总监，现任公司董

事

无 ３２．６６
间接持
股２５．８３
万股

无

牟晓生
独立董

事
男 ６７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２４

曾任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第二
研究室高级工程师、主任、公
安部安防检测中心常务副主
任 ，现任北京东华宏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公司

独立董事

无 ７．２０ 无 无

李永明
独立董

事
男 ５９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至

２０２２．１２．２４

曾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助
教、讲师、副教授 ，现任浙江大
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
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和

公司独立董事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浙江大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

７．２０ 无 无

（下转C3版）

（上接C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