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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收购真爱家居１００％股权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８日， 真爱家居股东会决议同意真爱集团将其对真爱家居的全部出资５，１９５．８８万元即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真爱有限；同意王晓芳（系实际控制人郑期中的配偶）将其对真爱家居的全部出资４，９９２．１２
万元即４９％的股权，转让给真爱有限。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浙江真爱时尚家居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真爱家居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股权转让完成后，真爱
有限持有真爱家居１００％的股权。

在实际交割过程中，转让价格按照真爱家居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确定。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２０１１］２３７１号），真爱家居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净资产为１０７，７１２，９０２．９６元。

发行人通过本次收购真爱家居１００％的股权，整合了实际控制人下属的毛毯业务，使得公司的资产、
收入和利润规模大幅提升，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整体经营业绩。本次收购前后，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管理层未发生重大变化。

２、收购真爱毛纺资产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真爱毛纺股东会决议同意按账面价值向真爱毯业转让土地使用权、房产、相关生

产设备、相关存货。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真爱毯业股东决定同意按真爱毛纺的账面价值收购其拥有的土地
使用权、房产、相关生产设备、相关存货；同日，资产转让双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真爱毛纺转让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说明

土地使用权 ２，０８６．８９ ３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合计１００，０７６平方米

房屋建 （构）筑物 ５，３１８．４２ 包括建筑物２２项和构筑物１项 ，房屋建筑物主要为厂房 、办公楼等 ，总建筑面积为
１０６，３９２．４４平方米；构筑物为污水池等辅助设施

相关生产设备 ４，８６７．６５ 机器设备６００项 ，主要为包边机 、绷缝机 、抓剪机 、经编机等生产设备 ；电子设备９８
项 ，主要为电脑 、打印机 、空调等办公设备；车辆为１辆小轿车和２辆货车

相关存货 ５，３５６．５６ 毛毯产品相关的存货

机器设备增值税 ５１３．６５ －
合计 １８，１４３．１７ －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真爱毯业对上述资产（除存货）转让进行了会计处理，上述资产以账面值入账。 真爱
毛纺的存货在２０１１年度逐步以账面值转让给真爱毯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 ，真爱毯业向真爱毛纺支付了５，７００万元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真爱毯业向真爱毛纺
支付了１０，９９０．８３万元；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真爱毯业向真爱毛纺支付了４００万元，同时以应收真爱毛纺账款
１，０５２．３４万元冲减应付真爱毛纺账款１，０５２．３４万元。 至此，上述资产转让价款支付完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浙江真爱毛纺有限公司转让房屋建 （构 ）
筑物、机器设备和土地使用权追溯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１２）第３５８５号），确认真爱毛纺
在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房屋建 （构 ）筑物账面价值为５，３１８．４２万元 ，评估价值为６，３６５．３２万元 ，机
器设备账面价值为４，８６７．６５万元，评估价值为４，６０７．１０万元，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２，０８６．８９万元，评估
价值为３，８０２．８９万元。

真爱毛纺以上述房屋建（构）筑物、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合计１０，１６８．２２万元为计税依据缴纳了营业
税、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真爱毯业以上述房屋建筑物 、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合计１０，１６８．２２万元为计
税依据缴纳了契税和印花税，并办理了相关土地使用权、房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发行人通过本次收购真爱毛纺毛毯业务相关的资产，整合了实际控制人下属的毛毯业务，使得公司
的收入和利润规模大幅提升，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整体经营业绩。本次收购前后，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管理层未发生重大变化。

注：真爱毛纺，即浙江真爱毛纺有限公司，后改名为浙江真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
日注销。

四、有关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７，５００．００万股。
２、本次拟发行不超过２，５００．００万股。
３、本次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相关内容。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７，５００万股，本次发行２，５００万股新股，本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及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真爱集团 ４，６３６．５０ ６１．８２ ４，６３６．５０ ４６．３７
２ 博信投资 １，１５８．７５ １５．４５ １，１５８．７５ １１．５９
３ 鼎泰投资 ６８１．７５ ９．０９ ６８１．７５ ６．８２
４ 郑其明 ３４０．５０ ４．５４ ３４０．５０ ３．４１
５ 郑期中 ３２４．００ ４．３２ ３２４．００ ３．２４
６ 刘元庆 ２０４．７５ ２．７３ ２０４．７５ ２．０５
７ 刘忠庆 １５３．７５ ２．０５ １５３．７５ １．５４
８ 社会公众股 － －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真爱集团 ４，６３６．５０ ６１．８２
２ 博信投资 １，１５８．７５ １５．４５
３ 鼎泰投资 ６８１．７５ ９．０９
４ 郑其明 ３４０．５０ ４．５４
５ 郑期中 ３２４．００ ４．３２
６ 刘元庆 ２０４．７５ ２．７３
７ 刘忠庆 １５３．７５ ２．０５

合计 ７，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１ 郑其明 ３４０．５０ ４．５４ 董事、副总经理

２ 郑期中 ３２４．００ ４．３２ 董事长 、总经理

３ 刘忠庆 １５３．７５ ２．０５ 董事

（五）本次发行前国有或外资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无国有或外资股东持股情况。
（六）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持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无战略投资者。
（七）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真爱集团 ４，６３６．５０ ６１．８２％ 郑期中与郑其明为兄弟关系， 刘元庆与刘忠庆为兄弟关系 ；郑
期中 、刘元庆 、刘忠庆分别直接持有真爱集团 、博信投资６５％、
２０％、１５％的股权；郑其明为鼎泰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鼎泰
投资１６．５５％的出资份额；郑期中之子郑扬持有鼎泰投资３．９７％的
出资份额 ， 郑期中的配偶王晓芳的弟弟王天寿持有鼎泰投资
１．７２％的出资份额 ；衡虎文 、任化容系夫妻关系，双方分别持有鼎
泰投资６．２１％、０．８６％的出资份额 ；蒋彩萍系刘元庆之女 ，持有鼎
泰投资０．８６％的出资份额 。 此外 ，刘元庆 、刘忠庆系郑期中的配
偶王晓芳的表兄弟（王晓芳母亲姐妹的儿子）。

博信投资 １，１５８．７５ １５．４５％
鼎泰投资 ６８１．７５ ９．０９％
郑其明 ３４０．５０ ４．５４％
郑期中 ３２４．００ ４．３２％
刘元庆 ２０４．７５ ２．７３％
刘忠庆 １５３．７５ ２．０５％
五、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发行人是一家专业从事以毛毯为主的家用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

为毛毯及床上用品（套件、被芯、枕芯等），同时对外销售少量毛巾、家居服、地毯等纺织品及包装物。公司
毛毯业务由子公司真爱毯业和真爱家居负责，母公司真爱美家则主要负责套件、被芯、枕芯等床上用品
的设计、品牌运营及产品销售。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１、国际市场
公司的毛毯出口采取直销模式，分为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以ＯＤＭ模式直接实现销售；第二种是

以ＯＥＭ模式直接实现销售；第三种是以自有品牌外销模式直接实现销售。 具体情况如下：
（１）ＯＤＭ模式是公司目前主要的出口销售模式，同时辅之以少量的ＯＥＭ模式出口。在ＯＤＭ和ＯＥＭ

模式下，公司按照国外品牌商的要求或者样品对花型、款式、功能等进行全部或部分的设计并打样，或直
接根据样品进行打样，后交由国外品牌商选定试制样品，然后批量生产，直接销售给国外品牌商，再由这
些品牌商利用自有渠道实现销售。

（２）自有品牌外销系指由海外客户直接选择发行人自有产品类别或由其提出花型、质感等要求后交由
公司进行生产，相关产品印有真爱美家商标。 公司自有品牌外销产品均采用直销模式销售给海外客户。

２、国内市场
（１）毛毯产品的内销
公司的毛毯内销同样是采用ＯＤＭ、ＯＥＭ和自有品牌销售相结合的模式进行销售。 主要通过以下几

种方式进行：第一种是以ＯＤＭ模式直接实现销售，该模式下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ＯＤＭ方式直接销售
给国内进出口贸易公司，再由进出口贸易公司出口至国外市场。 二是以ＯＤＭ方式直接销售给水星家纺
（６０３３６５）、罗莱生活（００２２９３）、富安娜（００２３２７）等国内家纺企业；第二种是以ＯＥＭ模式直接销售给国内
进出口贸易公司和家纺企业，该种方式下销售金额及占比极小 ；第三种是自有品牌内销，系指将公司生
产的毛毯贴上自有商标销售给国内客户。 其中， 有部分自有品牌毛毯系采用经销模式销售给国内经销
商，由其通过品牌加盟门店对外销售；其他自有品牌毛毯采用直销或通过直营门店零售方式销售给国内
客户及消费者。

（２）床上用品的销售
公司床上用品均在国内市场采用自有品牌销售模式进行销售。其中，有部分自有品牌床上用品采用

经销模式销售给国内经销商， 其他自有品牌床上用品均采用直销或通过直营门店零售方式销售给国内
客户及消费者。 为拓宽公司自有品牌床上用品销售渠道，公司与部分区域经销商签署排他性经销协议，
授权其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开设公司品牌专卖店独家经营公司自有品牌床上用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
要签署日，公司销售床上用品的直营门店有１０家，通过经销商开设的品牌专卖店有２３家。

（三）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为涤纶ＰＯＹ、涤纶ＤＴＹ、涤纶ＦＤＹ，其中ＤＴＹ是利用ＰＯＹ做原丝，通过拉

伸和加捻变形等加弹工序后制成，而为了节约原材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真爱毯业和真爱家居的部分
ＤＴＹ为自行采购ＰＯＹ后委托外协厂商加弹后取得。 公司已经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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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保证原材料供应及品质满足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能源主要为电 、煤、天然气，分别由当地供电局、煤炭公司和燃气公
司提供，能保证对公司正常稳定供应。

（四）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主要竞争对手的简要情况如下（相关信息来自各公司网站及公开资料整理）：
１、山东新丝路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及临沂新光毛毯有限公司
山东新丝路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主要从事拉舍尔毛毯及亚

克力毛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拥有１２条印花生产线，年产毛毯２，０００万条。 该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６年３月
１４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临沂新光毛毯有限
公司是山东新丝路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员工２，１００余人，公司致力于中
高档毛毯的研发、制造、销售，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拉舍尔毛毯和亚克力毛毯，遍及二十多个独特的产
品类别和细分领域，拥有１６条毛毯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２，０００万条。 其主要消费群体是中东、非洲、欧洲
及北美洲的外销客户。

２、大津编物（无锡）有限公司
大津编物（无锡）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工业园区，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１月，是集织布、印染、后

整、成品为一体的专业毛毯生产企业。该公司年产拉舍尔毛毯５，０００吨，同时还生产各种规格和各种花色
图案的毛毯面料、家用纺织、喷胶棉等，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南非、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３、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
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西城临港工业区，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５月，是集纺纱、染

线、化工、毛毯、床上用品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公司占地面积３００多亩，拥有３，０００多名员工，其中大专以上
学历２００多人，专业工程技术人员１８０人。 公司以毛毯为主业，内销外贸兼顾，现有毛毯生产线７条，经编机
１８台，纬编机４００台，国内先进自动印花线２条，抬板印花线２０条，长环蒸化机６台，年产毛毯约２．７４万吨，产
品出口非洲、欧洲、中东、南美等２６个国家和地区。

４、连云港飞雁毛毯有限责任公司
连云港飞雁毛毯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江苏连云港，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经济开发区，隶属于ＺＧＬ鹰游

集团，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３月，公司固定资产３亿元，占地面积３００余亩，职工１，２００人，是集织造、印染、整理、包
缝、包装为一体的大型毛毯制造企业，年产经编、纬编毛毯和薄绒类毯２万余吨。 ９５％以上份额为直接出
口。该公司于２００４年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主要生产单、双层亚克力毛毯、剪花地毯、床上用品三件
套等产品，产品远销欧美、非洲、大洋洲及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五）发行人行业地位
公司生产的毛毯种类丰富、产品质量稳定，供货能力较强，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在国内外毛毯市

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目前，公司具有年产毛毯４．９７万吨的生产能力。 根据中国纺织品进
出口商会编著的《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中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报告》的统计，在２０１７年度毛毯类纺织品出口企业
排名中，公司的出口额排名全行业第一位。公司２０１９年销售额突破１０亿元，名列毛毯行业前茅。而根据中
国毛纺织行业协会统计数据，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公司毛毯类产品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中国纺织
服装行业企业竞争力排序中分别位列同行业第三位、第一位、第一位。

近几年来，公司先后获得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５００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
业、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中国毛毯行业综合竞争力评价最具竞争力企业、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先进单位、国家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Ａ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浙江省绿
色企业、浙江省毛纺织行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单位、浙江省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等荣誉。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和２０２０年１－６月我国合
成纤维制毯子及旅行毯的出口额分别为３２２，６０８．７８万美元 、３２２，４５７．８０万美元 、３２５，６７７．３８万美元和７９，
３７１．５１万美元；而根据金华海关监管通关科和义乌海关监管通关科出具的证明 ，同期公司毛毯的出口额
分别为１１，０７２．３９万美元、１３，１２４．９６万美元、１２，２９１．１３万美元和３，８６３．９９万美元， 占同期全国合成纤维毛
毯出口额的比例分别为３．４３％、４．０７％、３．７７％和４．８７％。

六、发行人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房屋及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产权证号 坐落位置 面积（㎡） 规划用途 他项权利

１ 真爱家居 浙（２０１９）金华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５００３８号 金东区傅村镇傅三村 ４７，７５６．２６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２ 真爱家居 浙（２０１９）金华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５００３９号 金东区傅村镇傅三村 ６３，４８０．７３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３ 真爱家居 浙（２０１９）金华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１３１０４号 金东经济开发区常春路以北、
东华街以东、长堰水渠以西 ４，８５１．７３ 工业用地 无

４ 真爱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０５８２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１号地块 １６，４００．６１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５ 真爱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０２０９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２号地块 １７，６５７．６２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６ 真爱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０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 ３０，４５１．３３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７ 真爱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１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４号地块 １２，０３４．０１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８ 真爱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２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６号地块 １０，９７８．４３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９ 真爱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３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５号地块 ９，７７４．０７ 工业用地 已抵押

１０ 真爱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４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７号地块 ９，２１５．７６ 工业用地 已抵押

合计 ２２２，６００．５５ －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租赁了义乌商贸市场部分摊位及沿街店铺用于面向客户及
消费者开展床上用品的批发零售业务，在义乌租赁了部分房屋作为各直营门店的仓库，在嵊州、慈溪、金
华、平湖、嘉兴等地租赁了部分房屋作为直营门店的经营用房，此外，真爱家居租赁了部分居民住宅用于
员工宿舍。 具体如下：
序
号

出租人 承租人 面积（㎡） 房屋坐落
租赁合同到

期日

１ 王晓芳 真爱美家 ３０８．００ 义乌市工人西路６９号１－３层 ２０２０．１１．１５

２ 钱潮法、徐爱玲 真爱美家 ５５．００ 义乌市篁园路６８号靠稠州路的２间店面 ２０２２．０３．１０

３ 骆贤俊 真爱美家 ６０．００ 义乌市稠城街道篁园路６８号２楼 ２０２０．１０．２１

４ 张赛男 真爱美家 ７３．００ 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金川大道世贸中心９１６室 ２０２１．０６．１７

５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２７．９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６１３２８号商位 ２０２１．０４．１９

６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６．６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６１３３０号商位 ２０２１．０４．１９

７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６．５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６１３３１号商位 ２０２１．０４．１９

８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６．４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６１３３２号商位 ２０２１．０４．１９

９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６．５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６１３３３号商位 ２０２１．０４．１９

１０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２７．３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６１３３４号商位 ２０２１．０４．１９

１１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４３．５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旅游购物中心２５１号 ２０２１．０４．３０

１２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５０．０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旅游购物中心２５１Ｂ号 ２０２１．０４．３０

１３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３．６０ 义乌国际商贸城２５１号 ２０２１．０４．３０

１４ 骆有兴 真爱美家 １１０．００ 义乌市义东区下骆宅九如堂村８号 ２０２１．０９．０１

１５ 义乌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５５．９６ 义乌市经济开发区新科路９号万达广场二楼
２０２７号 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１６ 嵊州新城禧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２１．４８ 嵊州市三江街道兴盛街６６６号嵊州新城吾悦
广场３楼３０１７号 ２０２３．０２．２８

１７ 慈溪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２３．５６ 慈溪市新城大道南路１４４９号新城吾悦广场３
楼３０１８号 ２０２３．０２．２８

１８ 金华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５７．９４ 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李渔东路３００号金华
万达广场２楼２０２５号 ２０２２．０３．３１

１９ 陈善生 真爱家居 ５００．００ 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傅三村１１８５号公寓第
二、三 、四、五层共计２６间房 ２０２１．０３．０１

２０ 周莲仙 真爱家居 １８０．００ 金华市金东区傅三村环镇西路傅三新村向阳
路１４幢４号第二、三层共８间房 ２０２１．０３．０１

２１ 楼献忠 真爱家居 １８０．００ 金华市金东区傅三村环镇西路傅三新村向阳
路１６号第二、三层共８间房 ２０２１．０３．０１

２２ 义乌吾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１１．７４ 义乌市江东街道江东东路义乌吾悦广场第三
层３０２６号 ２０２３．０７．２４

２３ 平湖新城万博商业开发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００．４５ 平湖市当湖区南市路平湖吾悦广场第三层
３０１６号 ２０２３．０７．３１

２４ 海盐亿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真爱美家 １２３．６３ 嘉兴市海盐县枣园西路７５６号新城吾悦广场
第三层３０４２号 ２０２３．０７．２２

合计 ２，３７９．０６ － －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拥有１２宗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
权人

权证号 坐落 用途 取得方式 面积（㎡）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１ 真爱
家居

浙（２０１９）金华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５００３８号

金东区傅村镇傅三村
工业
用地

出让 ３７，４８９．６３ ２０５３．１２．１１ 已抵押

２ 真爱
家居

浙（２０１９）金华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５００３９号

金东区傅村镇傅三村
工业
用地

出让 ４７，３６４．５６ ２０５３．１２．１１ 已抵押

３ 真爱
家居

浙（２０１９）金华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１３１０４号

金东经济开发区常春路以北、
东华街以东、长堰水渠以西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１，２６５．３６ ２０６０．０３．０３ 无

４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０２０９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２号地块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１，９７０．８３ ２０５１．１２．２９ 已抵押

５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０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５，１７２．０３ ２０５１．１２．２９ 已抵押

６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１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４号地块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２，０９３．０２ ２０５１．１２．２９ 已抵押

７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２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６号地块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１，５８４．４６ ２０４９．０８．２９ 已抵押

８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０５８２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１号地块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４，９０４．７６ ２０５１．１２．２９ 已抵押

９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３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５号地块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１，４１７．４４ ２０４９．０８．２９ 已抵押

１０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１６）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０２１４号

江东街道徐江工业区７号地块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８，４５５．４８ ２０４９．０８．２９ 已抵押

１１ 真爱
毯业

浙（２０２０）义乌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０１５６４号

义乌高新区ＥＱ－０４－０９地块
工业
用地

出让 １１３，４２９．６０ ２０６９．１２．２５ 无

１２ 真爱
毯业

义乌国用 （２０１４）第００２－
０２５２４号

稠佛公路边
工业
用地

出让 ４，４７７．９８ ２０５６．６．１２ 无

合计 ３０９，６２５．１５ － －

（三）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拥有注册商标９３项 ，其中境内注册商标８８项 ，

境外注册商标５项，具体情况如下：
（１）境内注册商标

（２）境外注册商标

（四）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拥有专利权１５０项，其中发明专利４８项 、实用新

型专利５６项、外观设计专利４６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取得方式 取得日期 申请日

１ 真爱毯业
一种麦饭石纤维拉舍
尔毛毯的生产工艺及
其成品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３８０８０．８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２０１１．１１．０１

２ 真爱毯业
一种调温拉舍尔毛毯
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１４６９７．６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９．１１ ２０１２．０４．１９

３ 真爱毯业
一种柔丝蛋白纤维拉
舍尔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９６８９５．９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１１．１３ ２０１２．０８．２１

４ 真爱毯业
一种玉石纤维拉舍尔
毛毯及其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３８４３３．０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３．０９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５ 真爱毯业
一种云母冰凉纤维拉
舍尔毛毯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４８２６６．８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３．０２ ２０１４．０６．０６

６ 真爱毯业
一种ＷＡＲＭＷＩＮＴＥＲ
发热纤维拉舍尔毛毯
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３１７６．４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７．１３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７ 真爱毯业
一种夜光纤维拉舍尔
毛毯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３６４２．９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７．０６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８ 真爱毯业
一种椰炭纤维拉舍尔
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３０８９４．３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６．１５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９ 真爱毯业
一种麻赛尔纤维拉舍
尔毛毯及其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３６４８８．８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８．２４ 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１０ 真爱毯业
一种负离子远红外拉
舍尔毛毯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４８３０１．６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５．１８ ２０１４．０６．０６

１１ 真爱毯业
一种咖啡碳纤维拉舍
尔毛毯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３１６９．４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５．１８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１２ 真爱毯业
一种薄荷纤维拉舍尔
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１１５８．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９．２８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３ 真爱毯业
一种自发热纤维拉舍
尔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６６２０９１．Ｘ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９．２８ 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１４ 真爱毯业
一种Ｖｉｌｏｆｔ纤维拉舍尔
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３９４９．９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５ 真爱毯业
一种芦荟纤维拉舍尔
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６３３４．１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６ 真爱毯业
一种玉米纤维拉舍尔
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６３５１．５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７ 真爱毯业
一种纤丝绒拉舍尔毛
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４０７０．６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８ 真爱毯业
一种高密度抗倒毛拉
舍尔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１３３５．７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８．０４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９ 真爱毯业
一种智能湿热平衡 拉
舍尔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７３４９１５．４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２０１６．０８．２８

２０ 真爱毯业
一种福钛康纤维拉舍
尔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７３６１３８．７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１０．１７ ２０１６．０８．２８

２１ 真爱毯业
一种聚酰亚胺拉舍尔
毛毯及其非水溶 剂染
色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７０４７６５．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 ２０１６．０８．２０

２２ 真爱毯业
一种蒙娜丽丝纤维拉
舍尔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７３４９２６．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４．１３ ２０１６．０８．２８

２３ 真爱毯业
一种抗静电拉舍尔毛
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１３３４．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４．１０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２４ 真爱毯业
一种蓄热保暖纤维拉
舍尔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２６２９９．３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７．１３ 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２５ 真爱毯业
一种 Ｌｙｏｃｅｌｌ阻 燃 纤 维
拉舍尔毛毯的生产工
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７５７１２６．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２０１６．０８．２８

２６ 真爱毯业
一种草珊瑚纤维拉舍
尔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８３９４１．９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２０１６．０８．１８

２７ 真爱毯业
一种海藻纤维拉舍尔
毛毯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８３９３９．１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２０１６．０８．１８

２８ 真爱毯业
一种兔绒拉舍尔毛毯
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９３６１３．７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２．１５ ２０１６．０８．１８

２９ 真爱家居
印花压花机及其印 花
压花方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６１８２１．０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２００８．０５．１４

３０ 真爱家居 圣麻纤维拉舍尔毛毯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６１８２２．５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０．０１．２０ ２００８．０５．１４

３１ 真爱家居
一种法兰绒圆网彩 色
烂花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４８０６７．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３２ 真爱家居
一种压花上色柔和绒
全涤纶毛毯的生产工
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４８８０３．４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３３ 真爱家居
一种ＴＲ四面弹混纺毛
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６４９８１．９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８，１７ ２０１６．０８．１２

３４ 真爱家居
一种多色双面印花单
层拉舍尔毛毯制作工
艺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３２１８３６．６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６．１３ ２０１５．０６．１２

３５ 真爱家居
一种高色牢度涤纶混
纺毛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５９５７７．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８．２４ ２０１６．０８．１２

３６ 真爱家居
一种柔丝蛋白纤维毛
毯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５７５４０２．３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３．０５ ２０１６．０７．１５

３７ 真爱家居
一种天丝纤维毛毯的
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５６９５５１．９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３．０８ ２０１６．０７．１５

３８ 真爱家居
一种印花压花套件及
其制作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６７２９３．０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７．３１ 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３９ 真爱家居
一种具有保健亲肤 特
性的球状枕套毛毯的
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５３７８４．２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２．２１ ２０１８．０１．１９

４０ 真爱家居
一种三角锁针拉舍尔
毛毯的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９７００９．７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１２．１７ ２０１８．１．３１

４１ 真爱毯业 一种拉舍尔复合地毯 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８４５４０９．７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９．１７ ２０１７．０９．１９

４２ 真爱毯业
一种Ｃｏｏｌｐｌｕｓ吸湿排汗
保暖型拉舍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７４１５６０．６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９．１３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

４３ 真爱毯业
一种锌离子抗菌型云
毯 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７４０９９２．５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５．１２ ２０１７．０８．２５

４４ 真爱毯业、
苏州大学

一种丝胶改性涤纶拉
舍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９５２４９０．９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６．０９ ２０１７．１０．１３

４５ 真爱家居
一种强色牢度的毛毯
的生产方法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６８７７７４．４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５．１９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４６ 真爱家居
一种穆斯林礼拜用防
凉不易褪色的毛毯及
其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９８９７５．０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９．２９ ２０１８．０１．３１

４７ 真爱家居 一种彩虹毯制作工艺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６９９９１３．５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１１．１３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４８ 真爱家居
一种三角云纤维毛毯
的生产工艺 ＺＬ２０１７１１４９７９９７．６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１２．２９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４９ 真爱美家
一种高度可调的舒适
四季枕头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０２４９８１．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６．１９ ２０１９．０７．０３

５０ 真爱毯业
一种液压打包机箱 门
锁杆缓冲抓杆装置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０５０３５１．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４．０６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

５１ 真爱毯业 一种移动式挂布架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０８９０１．７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２０１６．０２．０３

５２ 真爱毯业
一种抬升式烘干机 组
件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０８８９９．３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８．３１ ２０１６．０２．０３

５３ 真爱毯业 一种烫剪机吸针装置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０８８９８．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８．１７ ２０１６．０２．０３

５４ 真爱毯业
一种玉石纤维拉舍尔
毛毯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４２０６７０．５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３．１３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５５ 真爱毯业
一种麻赛尔纤维拉舍
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４２１０１３．２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３．１３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５６ 真爱毯业
一种椰炭纤维拉舍尔
毛毯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４２０９４０．２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３．１３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５７ 真爱毯业 一种印花机刮浆棒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６１２２９０．５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２０１５．０８．１４

５８ 真爱毯业
一种进布速度在线监
测数据获取装置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６１２２６６．１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２０１５．０８．１４

５９ 真爱毯业
一种卧式颜料桶清 洗
机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６２７０１５．０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７．１２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６０ 真爱毯业
一种简易颜料桶搬 运
车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６２７０１４．６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６．２５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６１ 真爱毯业
一种货车厢体装卸 货
用移动式空调降 温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０５０２４９．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

６２ 真爱毯业
一种坯毯退卷张力自
控装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８８２０２４．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２０１９．１１．０４

６３ 真爱毯业
一种剖绒机刀带位置
实时监测自调整装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８８２０１４．５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２０１９．１１．０４

６４ 真爱毯业
一种毛毯压缩装箱打
包装置 ＺＬ２０１９２２３９６０７４．２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９．１５ ２０１９．１２．２７

６５ 真爱毯业
一种毛毯浮毛烫剪 翻
面机构 ＺＬ２０１９２２４６６７０８．７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１０．２７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６６ 真爱毯业 起毛机控制电路 ＺＬ２０２０２１２４０１６６．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１２．２２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６７ 真爱家居
一种彩色烂花法兰绒
毛毯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２２３１７．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１２．０４ ２０１３．０６．０６

６８ 真爱家居
一种压花上色柔和绒
毛毯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２２２７２．４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２０１３．０６．０６

６９ 真爱家居
一种优奈丝纤维拉舍
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２２３０３．６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０２．１９ ２０１３．０６．０６

７０ 真爱家居
一种甲壳素纤维拉舍
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２２３０４．０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０２．１９ ２０１３．０６．０６

７１ 真爱家居 烫剪联合机剪花机构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４０７７４９．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２０１３．０７．１０

７２ 真爱家居 剖幅机割绒出布装置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４０７８１０．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２０１３．０７．１０

７３ 真爱家居
一种锌离子纤维拉舍
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４５９１９１．３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７４ 真爱家居
一种Ｃｏｏｌｓｕｎ纤维拉舍
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４６１０３８．４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７５ 真爱家居
一 种 Ｔｈｅｒｍｏｈｅａｔ 发 热
纤维拉舍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４６２４１９．４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７６ 真爱家居
一种吸湿排汗抗菌 纤
维拉舍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４６０６５４．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７７ 真爱家居
一种生物能纤维拉舍
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４６０５７４．２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１．２１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７８ 真爱家居 无印染珊瑚绒毛毯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２２７９０１．４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９．０２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７９ 真爱家居
一种具有坯布卷进布
同步装置的剖幅机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５６７９９２．６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２０１５．０７．３１

８０ 真爱家居 一种摇粒绒纤维毛毯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４０３５７４．３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２０１５．０６．１１

８１ 真爱家居 一种户外多用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２４０１１．１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３．３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８２ 真爱家居
一种户外用拉舍尔毛
毯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２４２０２．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３．３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８３ 真爱家居 一种家用多功能毛毯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５５９８９．４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３．３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

８４ 真爱家居
一种旅行用多功能毛
毯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５６２５１．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３．３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

８５ 真爱家居
一种吸湿清凉拉舍尔
毛毯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８６５２７３．２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３．３０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

８６ 真爱家居 一种三角云纤维毛毯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９１８５５５．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８７ 真爱家居 一种长绒毛毯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６６７７１３．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８８ 真爱家居 一种顺丝毛毯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６６７５０３．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８９ 真爱家居 一种顺滑透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６６４６４７．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９０ 真爱家居 一种可伸缩毛毯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６６７６９１．５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９１ 真爱家居 透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６６４６３０．３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９２ 真爱家居 透气柔丝毯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６６９９２７．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９３ 真爱家居 一种凹凸烫印花毛毯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５０１１．５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２．０１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９４ 真爱家居 一种彩虹印花毛毯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６２６０．６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７．１９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９５ 真爱家居 一种３Ｄ印花毛毯 ＺＬ２０１８２１０２９５８９．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３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９６ 真爱家居
一种华佗丝纤维拉舍
尔毛毯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４２０９３９．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９７ 真爱家居
一种磁性纤维拉舍尔
毛毯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４２０７２５．２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９８ 真爱家居 一种木纤维毛毯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３７６１１８．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５．２６ ２０１９．０８．２２

９９ 真爱家居 一种复合纤维毛毯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５１０９２７．４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５．２６ ２０１９．０９．１１

１００ 真爱家居 一种长毛绒毛毯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５１０１１２．６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５．２２ ２０１９．０９．１１

１０１ 真爱家居 一种多功能户外毛毯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５０５０４２．５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５．２２ ２０１９．０９．１０

１０２ 真爱家居 一种烫金毛毯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３７５０４６．６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６．０５ ２０１９．０８．２２

１０３ 真爱家居
一种毛毯的整理折叠
机构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５０３６８５．６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６．１６ ２０１９．０９．１０

１０４ 真爱家居
一种记忆纤维拉舍尔
毛毯 ＺＬ２０１９２１５４９１３５．８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８．０４ ２０１９．０９．１７

１０５ 真爱美家 四季枕 ＺＬ２０１９３０３５４２１９．５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９．０１ ２０１９．０７．０４

１０６ 真爱毯业 毛毯（攀藤恋曲 ）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０２６７１４．６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２０１３．０１．２９

１０７ 真爱毯业 毛毯（香水花开）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０２６９７８．１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２０１３．０１．２９

１０８ 真爱毯业 毛毯（花颜春色）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０２６９５０．８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２０１３．０１．２９

１０９ 真爱毯业 毛毯（纯真年代 ）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０２６７１２．７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２０１３．０１．２９

１１０ 真爱毯业 毛毯（古典三花）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２１３１９９．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０６．０４ 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１１１ 真爱毯业 毛毯（心语妙恋 ）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２１３１２０．６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０３．０５ 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１１２ 真爱毯业 毛毯（纤纤柔情）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２１３５４９．５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０３．０５ 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１１３ 真爱毯业 毛毯（圆形方块 ）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２１３２２９．Ｘ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４．０３．１２ 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１１４ 真爱毯业 毛毯（满地红花）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２１３２００．１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１１．１３ 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１１５ 真爱毯业 毛毯（彩圆波纹 ） ＺＬ２０１４３０３３７２３５．０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１１６ 真爱毯业 毛毯（河畔美景 ） ＺＬ２０１４３０３３７０６６．０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１１７ 真爱毯业 毛毯（花色沉香 ） ＺＬ２０１４３０３３７２７７．４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１１８ 真爱毯业 毛毯（三叶草花） ＺＬ２０１４３０３３７２３１．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１１９ 真爱毯业 毛毯（维纳花园） ＺＬ２０１４３０３３７３８８．５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１２０ 真爱毯业 毛毯（鲜花钻戒 ） ＺＬ２０１５３０３３６６８５．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２０１５．０９．０２

１２１ 真爱毯业 毛毯（花语纷飞） ＺＬ２０１５３０３３６６９４．１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２０１５．０９．０２

１２２ 真爱毯业 毛毯（妩媚花影 ） ＺＬ２０１５３０３３６４０４．３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２０１５．０９．０２

１２３ 真爱毯业 毛毯（幻花魅影 ） ＺＬ２０１５３０３３６５０４．６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２０１５．０９．０２

１２４ 真爱毯业 毛毯（花韵柔情） ＺＬ２０１５３０３３６７００．３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２０１５．０９．０２

１２５ 真爱毯业 毛毯（欧曼花环）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５８９１６２．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６．２５ ２０１８．１０．２２

１２６ 真爱毯业 毛毯（喜庆婚典 ）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５８９４０７．１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 ２０１８．１０．２２

１２７ 真爱毯业 毛毯（樱花漫漫 ）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５８９１５７．１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 ２０１８．１０．２２

１２８ 真爱毯业 毛毯（幽香漫漫 ） ＺＬ２０１１３０３２９１６０．８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２．０３．２８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１２９ 真爱毯业 毛毯（花香漫舞 ） ＺＬ２０１３３００２６７１９．９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２０１３．０１．２９

１３０ 真爱毯业 毛毯（中式韵味 ） ＺＬ２０１９３０５６４３７９．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１３１ 真爱毯业 毛毯（内格时光） ＺＬ２０１９３０５６４３８０．５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１３２ 真爱毯业 毛毯（简约元素 ） ＺＬ２０１９３０５６４３８６．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１３３ 真爱毯业 毛毯（窗格牡丹 ） ＺＬ２０１９３０５６３８３１．３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１３４ 真爱毯业 毛毯（ＬＢ男孩） ＺＬ２０１９３０５６３８３５．１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１３５ 真爱毯业 毛毯（ＬＢ小象） ＺＬ２０１９３０５６３８３３．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１３６ 真爱毯业 毛毯（悠蓝格调 ）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５８９１５４．８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 ２０１８．１０．２２

１３７ 真爱毯业 毛毯（中央花园）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５８９３９９．０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 ２０１８．１０．２２

１３８ 真爱家居 毛毯（艳丽牡丹 ）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４４９．１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３９ 真爱家居 毛毯（交相辉映 ）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４７９．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０ 真爱家居 毛毯（红粉世家）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４８７．７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１ 真爱家居 毛毯（欧风典雅 ）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４９４．７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２ 真爱家居 毛毯（深谷幽兰 ）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１０１１．５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３ 真爱家居 毛毯（山茶迷漫 ）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１０２５．７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４ 真爱家居 毛毯（阳光花篮 ）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９４１０２．９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１４５ 真爱家居 毛毯（半夏时光）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４３０．７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５．３１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６ 真爱家居 毛毯（水清天蓝 ）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４７２．０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７ 真爱家居 毛毯（百花盛开） Ｚ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４６２．７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１４８ 真爱家居 枕套（球状）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０１９２０７．２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 ２０１８．０１．１６

１４９ 真爱家居 毛毯（宗教文化）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０１９１９６．８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８．１７ ２０１８．０１．１６

１５０ 真爱家居 毛毯（三角锁针 ） ＺＬ２０１８３００１９５３４．８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２０１８．０８．１７ ２０１８．０１．１６

（五）美术作品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登记美术作品著作权２项，均为原始取得，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作品名称 登记号 登记日期

１ 真爱美家 真爱美家产品设计系列图片 国作登字－２０１５－Ｆ－００２２２４２８ ２０１５．０６．１９
２ 真爱毯业 花型 国作登字－２０１８－Ｆ－００６６０９５５ －
（六）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未拥有特许经营权。
（七）生产经营资质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生产经营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有效期 持有人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３３１８９６１Ｅ６Ｙ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乌海

关
２０１７．９．１８
－长期

真爱美家

２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 ０２２７３３９９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
２０１７．９．１８
－长期

真爱美家

３ 排污许可证 ９１３３０７８２５６６９８４５９８Ｕ００１Ｐ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５．１２．１５ 真爱毯业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３３１８９６２３０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乌海

关
２０１５．０１．６
－长期

真爱毯业

５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 ０２２８６８８ 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局
２０１６．０３．７
－长期

真爱毯业

６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００１１８Ｑ３５１４０Ｒ３Ｍ ／ ３３００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２０２１．０５．３１ 真爱毯业

７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 ００１１８Ｅ３１８４８Ｒ３Ｍ ／ ３３００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２０１８．０６．０４－

２０２１．０５．３１ 真爱毯业

８ ＧＢ ／ Ｔ２８００１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００１１８Ｓ２１２８８Ｒ０Ｍ ／ ３３００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２０１８．０６．０４－

２０２１．０６．０３ 真爱毯业

９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１６５ＩＰ１７１０８０Ｒ１Ｍ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

司
２０２０．０８．２５－
２０２３．０９．１７ 真爱毯业

１０ 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证
明书 ３３１２６０２３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乌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２０１１．０１．１３
－长期

真爱毯业

１１ ＡＥＯ认证企业证书 ＡＥＯＣＮ３３１８９６２３０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
关

２０１３．０２．０５
－长期

真爱毯业

１２ 取水许可证 取水 （浙义 ）字 ［２０１６］第０２５
号

义乌市水务局 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２０２１．１０．２５ 真爱毯业

１３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证

浙义字第２０１７０４８７号 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２０１７．０１．１２－
２０２２．０１．１１ 真爱毯业

１４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ＧＲ２０１８３３００２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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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２０２１．１１．２９ 真爱毯业

１５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义ＡＱＢＩＩＩＦ２０１９００２２５ 义乌市应急管理局 ２０１９．１２．２７－
２０２２．１２．２６ 真爱毯业

１６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００１１８Ｅ３４３４０Ｒ３Ｍ ／ ３３００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２０１８．１１．２６－
２０２１．１１．２５ 真爱家居

１７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００１１８Ｑ３１２０５３Ｒ１Ｍ ／ ３３００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２０１８．１１．２６－
２０２１．１１．１９ 真爱家居

１８ 排污许可证 ９１３３０７０３７５４９０８２３４２００１Ｐ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 ２０２０．１２．３０－
２０２５．１２．２９ 真爱家居

１９ 取水许可证 取水 （浙金东 ）字 （２０１８）第
０１０号 金华市金东区水务局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２０２３．０６．２７ 真爱家居

２０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证

浙 金 义 新 区 排 字 第
２０１９０９２６０４２号

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２０１９．０９．２６－
２０２２．０９．２６ 真爱家居

２１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金东）ＡＱＢＩＩＩＦ２０２００００８９ 金华市金东区应急管理
局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２３．１２．３０ 真爱家居

２２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ＧＲ２０１８３３００２１７２ 浙江省财政厅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２０２１．１１．２９ 真爱家居

２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３３０７９６０６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华海

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长期

真爱家居

２４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 ０２２８００５３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
２０１７．１２．２６
－长期

真爱家居

（下转C3版）

（上接C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