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子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数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１ 永康市王力工贸有限公司 ７４０．５８ ７４０．５８ －０．１１

２ 浙江王力门业有限公司 ５４，７０５．３５ ３８，３３８．８７ ４，０９１．８０

３ 四川王力安防产品有限公司 ６，１４８．１５ ３，６６５．５４ １，１６３．８３

４ 浙江王力高防门业有限公司 １９，３９０．２５ １１，４７５．６７ ４，２７４．０２

５ 深圳市王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０．９９ ２９５．９２ －４．０８

６ 德国Ａｉｇａｎｇ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４３．４０ ３８．８４ －６．３６

７ 浙江金木门业有限公司 ２，７９３．６７ ２，１７６．３５ ８４６．９４

８ 浙江王力铜艺有限公司 ９２８．４５ －３１０．１４ －３０２．８７

９ 四川王力高防门业有限公司 １０２．８８ １０２．８８ －２．１２

１０ 四川王力特防门业有限公司 ６，１０２．２４ ４，６３８．３０ －５０．７０

１１ 永康市冰神科技有限公司 － － －

１２ 浙江加彩工贸有限公司 － － －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围

绕主营业务进行投资运用，依据轻重缓急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建设期 实施主体

１ 新增年产３６万套物联网智能家居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９６，８３３．３０ ５３，０１０．５８ ３年 发行人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８，０００．００ ６，８４０．０７ － 发行人

合计 １０４，８３３．００ ５９，８５０．６５ － －

注：新增年产３６万套物联网智能家居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备案金额为１３１，２５３．００万元，备案土地使用
费为４３，７００．００万元，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项目建设用地已经取得，实际取得金额为９，２８０．３０
万元，因此项目投资总额为９６，８３３．３０万元。

上述项目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如本次发行募集金额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量，资金
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
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用募集资金置换经审计的先期投入自有资金。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支持公司市场扩张
发行人以锁具研发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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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生产线和完善
的营销服务体系，与国内众多知名房地产企业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将有效提升
公司的产能水平，支持公司销售持续增长，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稳步实
现市场扩张。

（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增长，资本结构将更加稳健，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

风险。
募投项目投建后， 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实现盈利， 在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下

降。但每股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的稳步实现，每股收益将稳步提高，净
资产收益率将在下降后回升并稳定在较高水平。

（三）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对未来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将使公司经营规模、营业收入、利润大幅提高，巩固公司在安全门锁

行业的领先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使公司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本次募投项目投建后，将新增固定资产原值６４，４００万元，无形资产原值增加９，２８０．３０万元，较发行前

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主要是厂房建设投入、生产设备购置等，无
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这些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支持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 ，实现快速扩张，对公司
业务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安全门、锁类产品，其下游市场需求与房地产行业投资及其增速、消费及其增长，

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及其变动趋势及消费升级密切相关， 而投资和消费作为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随宏观经济增长及其波动而相应波动，受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也受到国内国际多种复杂因素影响，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在上述国内外发展环境下，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宏观经济增长波动
对发行人所处行业的需求及其增长带来相应影响，并可能造成发行人主营业务经营成果的波动。

（二）行业和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安全门、锁类产品作为一种建材装饰类终端

消费产品，市场潜力大，但行业内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众多，市场集中度较低，行业竞争较为激烈。 安全
门、锁类产品行业企业呈现产地地域分布集中的特点，行业内中小企业众多且大多为区域性品牌，规模
以上企业和全国性的强势品牌较少。 从建材装饰行业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市场
整合不可避免，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厂商将逐步退出市场，市场份额将向实力较强的企业集中。此外，一些
资本实力较强且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建材装饰类企业作为市场潜在新进入者进入，将给安全门 、锁行
业带来新的、多层次的市场竞争。 这些企业如果在原有品牌延伸、安全门、锁产品开拓、渠道网络建设上
取得突破，会使公司面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三）房地产行业波动的风险
安全门、锁行业作为建材装饰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需市场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对安全门 、锁产品

的存量更新需求和增量置业需求，其中增量置业需求与房地产行业具有明显的关联度。 报告期内，公司
部分下游大客户为房地产开发商，因此，房地产行业投资及其增速的波动也将通过产业传导影响到安全
门、锁行业发展，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未来，如果房地产行业投资及其增速出现大幅波动 ，将会影响到广大购房者的置业需求，从而影响
对安全门、锁产品的需求；此外，房地产开发商也存在因行业波动而减少、推迟建设项目，压缩采购预算
与采购成本和延长付款期等情形，上述因素也会对包括发行人在内的安全门、锁行业生产企业的营业收
入增速及其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四）经销商管理风险
发行人通过经销商渠道实现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后，由经销商通过专

卖店面向终端消费者。 该模式有利于公司借助经销商完善国内市场网点布局，节约投资资金，分散营销
网络建设投资的风险，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快速成长。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发展并形成了覆盖全国３０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销售网络格局。

由于经销商数量多、地域分布广，增加了公司对销售渠道管理的难度 ，如果部分经销商违反公司规
定，将对公司的品牌和市场开拓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如果公司管理及服务水平的提升无法跟上经销商
业务发展的速度，则可能出现对部分经销商服务滞后，也将对公司品牌形象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五）应收款项增长及发生坏账的风险
发行人经销商渠道基本采用“款到发货”、“下单付款”的销售收款政策，公司对工程客户的销售收款

基本采用“按合同进度付款”的赊销方式，公司对工程客户的收入形成较大金额的应收款项。 ２０１６年以
来，一方面下游房地产开发公司集中采购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降本控费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另外一方
面顺应该趋势，发行人加大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工程类客户的开拓力度，发行人来源于工程客户的业务
量增长较快，导致各期末公司应收款项余额增幅较大，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５４，２３０．２９万
元，应收票据余额为４，３８０．８２万元。

随着公司来自于工程渠道业务规模的增长，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仍可能维持较高水平，若公司下游房
地产行业发生重大变化或部分工程客户财务状况恶化，可能出现因应收款项坏账而给公司现金流 、经营
业绩带来负面影响的风险。

（六）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力成本上升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 ，公司生产成本中直接材料的成本占比为６０％左右，直接材料成本占比较高 ，因此原材

料采购单价的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公司原材料的主要类别分为主材和辅材，主材主
要为钢材，辅材包括五金配件和填充物等，各类别的原材料品种、规格繁多，各品种、规格原材料采购价
格波动各异，但总体上看，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
经营业绩产生不良影响， 若未来原材料采购价格持续上涨且发行人不能通过持续提价消化原材料价格
上涨风险，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人力资源成本逐年上升。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扩张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持
续提高，公司人力资源成本仍将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水平。

（七）存货减值的风险
安全门、锁类产品的品种规格型号繁多，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 ，但同时也需要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进行定制化生产，发行人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同时对标准化程度较高且畅销的产品储备一定的
安全库存量，随着消费者的消费升级，安全门、锁类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可能导致部分产品品种
因款式过时而成为滞销品，从而导致存货减值。

报告期各期， 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分别为２１１．２９万元、２７４．９４万元、４６６．５１万元和５７４．１２万
元。 在未来的经营中，公司仍可能会因产品快速更新、销售延缓、等原因导致存货发生减值，进而影响公
司的经营业绩。

（八）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３２．９２％、２８．４５％、２９．２０％和２９．７４％，呈现先下滑后小幅回升的趋

势，但整体维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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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发行人前身王力有限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取得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

总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ＧＲ２０１５３３０００３８８，证书有效期
三年。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经重新认定，发行人取得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浙
江省税务局三部门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ＧＲ２０１８３３０００１９２，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属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申请享受减按１５％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可，报告期内，发行人按１５％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发行人的利润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母公司 ） ３，３４４．８９ ７，９７９．６０ ９，６１５．８０ １１，５８４．９７
实际适用所得税率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假设无税收优惠适用的所得税率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所得税优惠金额 ３３４．４９ ７９７．９６ ９６１．５８ １，１５８．５０
所得税优惠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４．５６％ ３．１３％ ５．３３％ ４．４１％
扣除所得税优惠的净利润 ５，５９５．５２ ２０，２９９．５４ １３，８８３．１４ １９，３５９．２１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３年，期满后需要经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方能继续享受上述低税
率优惠， 若届时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或者未来国家取消所得税优惠政策或降低所得税优惠
幅度，导致公司不能享受１５％的国家法定优惠税率，将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十）产品持续设计开发能力不足的风险
公司的产品销售情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能否准确把握安全门、锁类产品的流行趋势，以及能否

及时预测、评估和响应消费者的需求。随着近年来安全门、锁产品流行趋势变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区域性
的消费市场差异， 下游消费者在个性化需求和交期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设计人员可能无法全
面、及时地把握安全门、锁类产品的流行趋势，以致本公司不能有效预测并响应消费者的需求，导致消费
者对本公司产品认同度的降低，从而对本公司的品牌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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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及严谨的论证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而确定

的，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需求，能够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对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但
是如果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场环境、技术、客户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将可能影
响项目的实施效果，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２、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如果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的资产和经营规模将快速扩大，人员也将快速扩充。 资产规模的扩大和

人员增加会使得发行人目前的经营管理体系和经营能力面临改进和提升的挑战。 如果发行人不能适应
业务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未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将削弱发

行人的市场竞争力，存在规模迅速扩张导致的管理风险。

３、募集资金到位后净资产收益率短期内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 ， 发行人按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３０．２４％、

１８．２３％、２５．４８％和６．６８％。 本次发行后，净资产将大幅上升，但公司现有业务短期内不能同比例增长，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在项目进入达产期之前难以为公司带来足够利润贡献，短期内公司
利润增长幅度可能小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公司存在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４、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影响盈利能力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固定资产原值６４，４００．００万元，较发行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以公司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项目新增年折旧费用４，６６４．５０万元，增加了公司的固定生产成本和费
用。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若因项目管理不善或产品市场开拓不力而导致不能如期产生效益或实
际收益低于预期，则新增的固定资产折旧将提高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加大发行人经营风险，从而
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十三）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王跃斌、陈晓君和王琛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合计控制发行人９４．００％的股权，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有能力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发行人的重大经营决策实施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如果王
跃斌、陈晓君和王琛利用其控制地位，从事的活动有损于发行人利益，将对发行人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产生不利影响。

二、重要合同
（一）采购合同

序号 买方 卖方 产品 签订日期

１
王力安防
王力门业
王力高防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冷轧产品 ２０１９－１２－２０

２
王力安防
王力门业
王力高防

大自然钢业集团有限公司 冷轧卷产品 ２０１９－１２－３０

３
王力安防
王力门业
王力高防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ＥＳＰ产品（冷成形、酸洗、镀锌、冷轧、厚度ｈ≤１．３５ｍｍＥＳＰ
热轧 ） ２０１９－１２－２７

４ 王力安防 浙江捷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拉手 ２０１８－０４－２６
５ 王力安防 浙江众成欧利特工贸有限公司 外购门 ２０１８－０８－１７
６ 王力安防 武义鸿煊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珍珠岩板 ２０１８－１２－０１
７ 王力安防 浙江盛弘元工贸有限公司 防火板 ２０１８－１２－２９

（二）销售合同

１、与工程客户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序号 合同名称 客户名称 合作方式 合作期限

１
《融创集团Ｂ档钢木入户门 （王
力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集 中 采 购 协
议》

融创地产
融创地产指定发行人为其钢木入户门的主要战略供应
商 ，在其开发的项目确定采购钢木入户门时 ，优先采购
发行人产品及安装服务 。

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０－３１

２ 《融创集团钢制入户门 （王力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集中采购协议 》

融创地产
融创地产指定发行人为其钢制入户门的主要战略供应
商 ，在其开发的项目确定采购钢木入户门时 ，优先采购
发行人产品及安装服务 。

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０－３１

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金科股份入户
门战略合作协议》

重庆庆科商贸
有限公司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将发行人作为需用材料的主要
供方，同等条件下，将优先选择发行人进行配套与协助。

２０１９ －０４ －１６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弘阳集团进户
门制作与安装战略合作协议》

弘阳集团
弘阳集团指定发行人为其战略供应商 ，由发行人向其全
国范围内的工程项目供应及安装进户门。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８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５ 《德威建材钢质门 （王力 ）战略
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牡丹江德威建
材贸易有限公
司

牡丹江德威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指定发行人为其防盗门 、
防火门供应商。

２０１２ －０９ －２６ 至
２０２０－０９－２６

６ 《华发股份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门类
战略采购安装工程合作协议》

珠海铧国商贸
有限公司

珠海铧国商贸有限公司确定发行人为门类品类的战略
采购合作商之一 ，在其开发的项目 ，优先采购发行人产
品 。

２０１９ －０４ －１５ 至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７ 《富力地产 １－２星 钢质入户 门
战略采购合作协议 》

珠海市盈力商
贸有限公司

珠海市盈力商贸有限公司及其所在集团 （广州富力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向发行人购买
１－２星钢质入户门。

２０１９ －０５ －１０ 至
２０２１－０５－１０

８ 《进户门购销战略合作合同》
南通鸿升达贸
易有限公司

南通鸿升达贸易有限公司指定发行人为战略供应商 ，由
发行人向其全国范围内的工程项目提供进户门的供货
与施工服务。

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度恒泰集团进户
门战略采购协议

安徽省恒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省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确定发行人为其
战略供应商之一。

２０２０ －０６ －０５ 至
２０２２－０６－０４

１０
安徽万 创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度入户门供货、安
装战略采购协议

安徽万创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万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确定发行人为其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度入户门供货、安装战略采购供应商之一 。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１ 至
２０２２－０４－３０

１１ 儒辰集团２０２０年度入户门采购
安装工程框架协议

临沂双联商贸
有限公司

临沂双联商贸有限公司指定发行人为其在临沂 、 邹城 、
枣庄、沂源等区域（城市）投资开发项目入户门供货与安
装工程的战略合作商之一 。

２０２０ －０６ －１６ 至
２０２１－０６－１６

１２

欣 乐 房 地 产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度入户门供货 及
安装集中采购工程 《框架合作
协议》

欣乐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欣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建立年度合作关系 ，
约定发行人向欣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入户门工
程供货、安装及维保等服务。

２０２０ －０７ －１５ 至
２０２２－０７－１４

注：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系金科地产控股子公司； 牡丹江德威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系世茂集团控
制。

２、与工程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金额（万元） 签订日期

１ 《入户门供需合同》
山西万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大同分公司

装甲防盗子母门、装甲防盗
单门 １，２７２．１２ ２０１９－４－２４

２

《深圳市罗湖 “二线
插花地 ” 棚户区改
造项目入户门采购
及安装合同》

深圳市天健（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入户门 ３，３９７．２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４

３、与经销商签订的经销协议

序号 经销商名称 经销区域 经销产品 经销期限

１ 淮安保 安 商贸 有 限 公
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王力”牌防盗门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至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 山西亚 萨 工 贸 有 限 责
任公司

山西省大同市 “王力”牌防盗门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至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３ 哈尔滨 悦 诚 建 筑材 料
经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王力”牌防盗门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至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４ 湖南力 行门 业 科 技 有
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王力”牌防盗门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至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５ 盐城文 泽 工 程 设 备 有
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 “王力”牌防盗门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至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三）工程施工合同

序号 发包方 承包方 工程名称 金额（万元） 签订日期

１ 发行人
浙 江 紫 薇 建 筑 工 程
有限公司

３６万套物联网智能家居生产基地１＃厂
房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０９

２ 发行人 浙 江 新 华建 设 有 限
公司

３６万套物联网智能家居生产基地办公
楼 、办公辅楼、地下室、宿舍楼 、体验中
心、门卫 、连廊工程

１０，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１９

３ 四川王力
中辰建 安 集团 有 限
公司

四川王力防盗门 、防火门 、防盗锁 、防
火板 、金属门窗及配套生产建设项目 ９，９６１．５８ ２０１９－１２－０２

４ 四川特防
四 川 希 望 华西 建 设
工 程总 承包有 限 公
司

四川特防防盗门 、防火门 、防盗锁 、防
火板 、金属门窗生产建设项目 １０，３３８．００ ２０１９－０９－１２

（四）固定资产购置合同

序
号

合同编号 供应商名称 标的物
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１ ＡＦ２０１８１２２６０１ 江苏锦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门扇胶合数字化生产线 ３，８４９．６９ ２０１８－１２－２６
２ ＡＦ２０１８１２２５０１ 上海库盈智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标门框柔性数字化生产线 ２，５９９．９３ ２０１８－１２－２５
３ ＡＦ２０１８１２１６０２ 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门框焊接数字化生产线 １，４０７．９５ ２０１８－１２－１６
４ ＡＦ２０１８０８２３０１ 机械科学研究院浙江分院有限公司 框架式伺服液压机 ３，５０６．６２ ２０１８－０８－２３
５ ＺＢ５ＬＹＪ２０１９０６２７０１ 上海策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门装配数字化生产线 ２，６６１．８３ ２０１９－０７－０１
６ ＡＦ２０１９０１１５０１－２ 上海电气集团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门框花纹数字化生产线 １，０２４．２３ ２０１９－０１－１５
７ ＡＦ２０１９０１１５０１ 上海电气集团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非标门框柔性数字化生产线 ２，４３７．６９ ２０１９－０１－１５
８ ＺＢ５ＬＹＪ２０２００３０７０１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涂装数字化生产线 ４，９４９．９７ ２０２０－０３－１０
９ ＺＢ５ＬＹＪ２０１９１２０５０１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立体仓库 ２，９３９．９９ ２０２０－０３－１６
１０ ＺＢ５ＬＹＪ２０２００４３００１ 机械工业第九涉及研究院有限公司 涂装数字化生产线 ２，４７９．２２ ２０２０－０５－０５

（五）租赁合同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位置 面积（㎡ ） 租赁期限
金额

（万元）

１ 万泓集团 王力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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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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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借款合同

序号 合同编号 贷款人 借款人 金额（万元） 期限 利率 担保方式

１
０１２０８００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 （武 义 ）字 ０００３８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武义支行

王 力 门
业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９ 至

２０２１－０２－１７
ＬＰＲ ＋２０ 个 基
点

王力门业以其不
动产提供抵押担
保

２ ２０２０年 （永 康 ）字
０００８５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支行

王 力 高
防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１ －２０ 至

２０２１－０１－１９
ＬＰＲ ＋２０ 个 基
点

王力门业以其不
动产提供抵押担
保

３ ５７１ＸＹ２０２００９５２７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
永康支行

王 力 门
业

５，０００万元的
授信额度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至
２０２１－０４－１３

发行人提供保证
责任担保

４ ５７１ＸＹ２０２００９５１８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
永康支行

王 力 高
防

５，０００万元的
授信额度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至
２０２１－０４－１３

发行人提供保证
责任担保

注１：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 ， 王力门业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签订编号为０１２０８００００９－
２０２０年武义 （抵 ）字０００９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 》，约定王力门业以其所有的浙 （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６８３６号 、浙 （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６８３８号不动产为其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为１５，２００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注２：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王力门业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签订编号为２０２０年永康 （抵 ）
字００３６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王力门业以其所有的浙 （２０１８）武义县不动产第０００６８３７号不动产为王
力高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至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９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为

７，４８５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注３：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 王力门业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签订编号为５７１ＸＹ２０２００９５２７

的《授信协议》，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向王力门业提供５０００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
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出具
编号为５７１ＸＹ２０２０００９５２７０１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上述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责任。

注４：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王力高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签订编号为５７１ＸＹ２０２００９５１８
的《授信协议》，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向王力高防提供５０００万元的授信额度 ，授信期
间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 同日，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出具编号为

５７１ＸＹ２０２０００９５１８０１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上述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责任。
（七）银行承兑合作协议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 王力门业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签订编号为２０２０年永承合字第

００９号的 《银行承兑合作协议》， 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为王力门业办理银行承兑业
务。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 王力高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签订编号为５７１ＸＹ２０２０００９４９９０３
的《银行承兑合作协议》，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为王力高防办理银行承兑业务。

（八）保荐与承销协议
２０１９年６月，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承销协议》与《保荐协议》，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及保荐机构。
三、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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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控股子公司 ，以及公司董事 、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涉及刑事

诉讼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跃斌

住所： 浙江省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

办公地址： 永康经济开发区名园南大道９号

电话： ０５７９－８９２９ ７８３９

传真： ０５７９－８７２２ ８５５５

联系人 ： 陈泽鹏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 杰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５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７

保荐代表人： 曲洪东、黄晓伟

项目协办人： 卢佳玉

经办人员： 冷筱菡 、申晓斌

（三）发行人律师 ： 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

负责人 ： 颜华荣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老复兴路白塔公园Ｂ区２号 、１５号国浩律师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 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 ５６４３
经办律师： 颜华荣 、施学渊 、代其云

（四）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王国海

住所： 杭州市钱江路１３６６号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 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 ６９９９
经办会计师： 向晓三、蒋舒媚

（五）验资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王国海

住所： 杭州市钱江路１３６６号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 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 ６９９９
经办会计师： 向晓三、蒋舒媚

（六）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华开

住所： 杭州市西溪路１２８号新湖商务大厦９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 ６９４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 ８８２６
经办评估师： 吕跃明、柴铭闽

（七）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高南路１８８号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 ９４００
（八）收款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常德支行

户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０１０９００１２０５１０５３１
（九）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 ４８６８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 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
股票上市日期 ：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投资者可以查阅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 该等文件也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具体如

下：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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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９：００—１２：００和下午１：００—５：００，到

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查阅。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ｆａｎｇ．ｃｏｍ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附件一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境内注册商标如下：

2021年 1 月 28 日 星期四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C4

（下转C5版）

（上接C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