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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
益；

（２）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５）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人承诺未来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６）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

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
补偿责任；

（７）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人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
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回报填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
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蒋瑜慧、实际控制人蒋瑜慧、蒋生华、王明珍签署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１）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２）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侵占公司利益。
本人作为上述承诺的责任主体，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五、承诺主体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根据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的规定，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履行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
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并签署了《关于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若发行人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其将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发行人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若发行人控股股东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 其将促使发行人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

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在完全履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控
股股东不得减持所持的华生科技股份。控股股东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诺
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 其将促使发行人及时披露未履行相

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在完全履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
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所持的华生科技股份。 实际控制人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完全履行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将促使发行人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和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在完全履
行该等承诺事项中的义务或责任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持有华生科技股份，则其所持股份不得
转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完全履行相关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六、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

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公开发行后的全体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七、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制定上市后执行＜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上市后章程》明确了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如
下：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利润分配政策， 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

配。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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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比例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具备现金分

红条件的，应当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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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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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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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当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盈利，且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

正值；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未来１２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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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公司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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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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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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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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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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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公司在实际分红时具体
所处阶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形确定。

４、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应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以留做公司发展之用，也
可以在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现金或股票分红。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变更机制和程序
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根据本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盈利情况、现金及投资需求提出，独立董事对

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分红条款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采取网络投票方

式。 公司应听取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并接受股东监督。 公司应尽可能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
多种渠道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董事会、独立董事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但不得采用有偿或变相有偿的方式进行征集。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
立董事的１ ／ ２以上同意。

如公司董事会作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决定的， 应就其作出不实施
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理由，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独立董事应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若公司生产经营、重大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
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征求独立董事、监事和投
资者的意见；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方案由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
以上通过。

八、特别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对下列风险予以特别关注，并请仔细阅读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

要事项”全文。
（一）市场竞争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专注于气密材料、柔性材料等塑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具备塑胶

复合材料整经、织造、压延、上浆、贴合等全流程生产能力。 公司所生产的拉丝气垫材料等气密材料产品
质量稳定、品质优良，在行业内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产品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公司需持续提升自身的产
品研发能力和产品品质，以保障自身的行业地位和核心竞争优势。但若行业内竞争对手通过仿制或技术
创新、产品升级和各种营销手段，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价格吸引下游客户，将对公司形成竞争压
力，从而导致收入、利润存在下滑风险。

截至目前，国内能实现拉丝气垫材料持续稳定量产并对外销售的企业较少，除发行人外，仅有中国
龙天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明士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生产制造企业；国际市场上，拉丝气垫材料供应商
主要为德国海德思、韩国源丰等，该等企业亦与发行人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

报告期内，拉丝气垫材料销售收入分别为１５，４４２．４２万元、１５，５９０．９４万元和２１，５７２．６４万元，占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４９．０３％、４９．４５％和５８．９６％； 销售数量分别为１６４．５５万平方米 、１７８．６４万平方米和
３２８．８９万平方米。 拉丝气垫材料收入规模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销售数量均呈持续上升趋势，是报告
期内公司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报告期内，公司拉丝气垫材料平均售价分别为９３．８５元、８７．２８元和６５．５９
元 ／ 平方米 ， 毛利率分别５６．６０％、５６．７０％和５３．８１％。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单价分别同比变化为－７．００％和－
２４．８５％，因单价下降带来该产品各期毛利率分别下降３．２７％及１４．３２％，系报告期内该产品毛利率下降的
主要原因。 公司拉丝气垫材料毛利率对其单价变化敏感性如下：

拉丝气垫材料
毛利率变动幅度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平均销售单价下降１％对拉丝气垫材料毛利率影响幅度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４４％

拉丝气垫材料收入、价格的变化对公司整体收入及净利润的变化产生较大影响。
报告期内，尽管我国拉丝气垫材料行业增长较快，未来市场前景广阔，但受产品较高利润率等因素

影响，不排除现有竞争对手持续扩大产销规模，抢占客户资源及现有市场份额，亦不排除随着下游应用
领域的持续扩大，产生新的拉丝气垫材料进入者，导致拉丝气垫材料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毛利率进一步
下降，从而导致公司收入和净利润增长速度甚至收入和净利润下降的风险。

（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投入，一方面不断加强现有生产工艺改进，适时增加

新设备投入，寻求现有产品生产技术及生产工艺的创新；另一方面寻求新的产品及应用领域的突破，增
加新的盈利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支出分别为１，１４２．７２万元、１，０５６．９６万元和１，２２７．４３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３．５９％、３．３３％和３．３３％。 公司未来仍将围绕市场需求变化，持续加大在研发创新上
的投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但是塑胶复合材料行业的新产品具有研
发难度高、资本投资大的特点，如公司拉丝气垫材料从２０１１年开始研发，至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才研发成功并逐
步推向市场；在单台设备上的投入亦较大，如单台压延机，其单价在２，０００万元左右。 如公司的研发投入
未能带来实质性研发成果，或由于应用市场导入周期较长，研发成果未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化销售，
则将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３９．８３％、４１．８４％和４４．３７％，主营业务毛利率较高，其中拉丝气

垫材料毛利率分别达到５６．６０％、５６．７０％和５３．８１％。 公司拉丝气垫材料目前主要用在划水板、体操垫、瑜伽
垫等运动、休闲产品，上述应用市场对终端成品气密性、安全性、便携性等的要求较高，进而对产品材料
的品质要求较高，市场竞争者相对较少。公司拉丝气垫材料毛利率较高既得益于公司产品本身具有较高
技术含量且资本投入密集的特性， 也得益于公司在拉丝气垫材料产品领域竞争优势带来的较高产品定
价。

报告期内， 公司拉丝气垫材料平均售价分别为９３．８５元、８７．２８元和６５．５９元 ／ 平方米，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
单价分别较上年变化为－７．００％和－２４．８５％，因单价下降带来该产品各期毛利率分别下降３．２７％及１４．３２％，
系报告期内该产品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有新的竞争者进入，拉丝气垫材
料产品价格水平仍可能趋于下降，进而导致公司在拉丝气垫材料上的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此外，若未来随着下游划水板、充气床垫等产品应用领域使用材质或标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对拉
丝气垫材料等产品的技术标准提出全新的要求， 进而公司为研发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而研发和生产
投入大幅增加，可能导致拉丝气垫材料等产品盈利能力下降，间接导致毛利率下降。

（四）国外市场环境、政策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１０，２０５．６１万元、８，１０３．６８万元和５，５１２．６５万元，分别占各期主营业务

收入的３２．４０％、２５．７０％和１５．０７％。 公司主营的篷盖材料、灯箱广告材料主要出口到欧洲、北美、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出口比例分别为７９．７５％、７８．８９％和７６．６２％），拉丝气垫材料和充气游艇材料虽较少
直接出口（报告期内出口比例分别为８．４３％、５．７５％和２．９７％），但其终端制成品划水板、充气游艇等产品的
最终销售区域主要为北美、欧洲、澳洲等海外市场。

若未来受到经济危机等外部经济环境重大不利变化的影响，导致市场需求下滑；或出现与公司主要
终端产品出口国发生单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等情况，将会对公司海外销售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亦会间接对
公司内销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产业用纺织品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原材料成本是主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

直接材料成本占比分别达到７５．７５％、７６．００％和７８．０２％（不考虑运输费用对成本影响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对产品成本的影响较大。 公司主要生产原料包括各种性能、规格的涤纶工业长丝、ＰＶＣ树脂粉、增塑剂
等，为石油加工行业的下游产品，报告期内上述三种主要原材料占直接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均在７０％以
上。国际原油价格的起伏将通过原材料采购价格直接或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
能力。 公司直接材料价格变化对主要产品毛利率的敏感性如下：

项目
毛利率变动幅度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直接材料价格上升１％对气密材料毛利率影响幅度 －０．４０％ －０．３７％ －０．３５％
直接材料价格上升１％对柔性材料毛利率影响幅度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６４％

若未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国际局势变化、环保标准提高等因素影响 ，导致石油等大宗原材料价格出
现持续大幅上涨，从而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且公司不能够及时将原材料价格波动传递到销售价格
的调整上，公司经营业绩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初，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 虽然截至目前国内疫情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公司

持续生产经营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但全世界范围内疫情的延续时间及影响范围尚不明朗。公司产品的
终端客户多集中于欧美市场，由于国外疫情仍在进一步传播，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造成一定不利
影响。

九、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一）２０２１年１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发行人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所处经营环境、经营模式、税收政策、主要客

户及供应商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未发生重大变更，未发生
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二）２０２１年１－３月的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根据２０２１年１－３月的生产经营计划、各项业务收支计划及其他有关资料，考虑市场和业务拓展计

划，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下列经营业绩预计：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３月营业收入预计为８，０００万元－９，０００万元，
较上年同期预计增长７３．１２％－９４．７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２，０００万元－２，３５０万元，较上年
同期预计增长６７．００％－９６．２３％；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１，９００－２，２５０万元，
较上年同期预计增长６２．３８％－９２．２９％。 收入及利润同比增长明显主要系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公司生产经营受疫
情影响较为明显。 经公司及时采取产品结构调整，自２０２０年下半年至目前，公司订单充足，经营正常，不
存在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

上述２０２１年１－３月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发行股票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为２，５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本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公司股
东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价格 【】元 ／股
市盈率 【】倍（按经审计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６．４３元 ／股（按经审计的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按经审计的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值计算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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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总额【】，净额【】

（二）发行费用概算（不含增值税）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费及保荐费 ４，７１４．６０
审计验资费用 １，８０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６４７．１７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８０．１９
本次发行相关的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３３．２２
印花税 １２．０４

合计 ７，７８７．２２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ＳＨＥ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蒋生华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１日
股份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桥街道红旗大道８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４４１９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７１８１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７１８９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ａｓｈｅｎｇｆｌｅｘ．ｃｏｍ ／
电子邮箱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ａｔｓｏｎ－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塑料制品制
造；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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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情况
发行人系由华生有限依法整体变更设立。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经华生有限股东会决议，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改制以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３１日为基准日，发起人委托坤元评估和天健会计师对公司进行评估和审计。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２０１７〕７５２号”《资产评估报告》，华生有限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的净

资产评估价值为２９２，１２４，７２４．５３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２０１７〕８５２０号”《审计报告》，华生有
限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２２２，４０８，９８７．４７元。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 ，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坤元评估出具的
“坤元评报 〔２０１７〕７５２号 ”《资产评估报告 》和天健会计师出具的 “天健审 〔２０１７〕８５２０号 ”《审计报告 》；
按照改制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２２２，４０８，９８７．４７元 ，以３．１２：１的折股比例折股后 ，股份公司总股
本为７，１２５．００万股，超出股本部分的净资产１５１，１５８，９８７．４７元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原股东以其持有公司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认购股份公司股份。

２０１８年１月７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天健验〔２０１８〕４４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止，发
行人已收到全体股东以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浙江华生经编新材料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２２２，４０８，９８７．４７
元 ，按照公司折股方案 ，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７，１２５．００万元 ，其余１５１，１５８，９８７．４７元计入资本公
积。

华生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蒋瑜慧 ３，７４０．６３ ５２．５０
２ 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８１．２５ ２５．００
３ 蒋生华 ８０１．５６ １１．２５
４ 王明珍 ４４５．３１ ６．２５
５ 王明芬 ３５６．２５ ５．００

合计 ７，１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王明芬为王明珍的妹妹。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公司完成了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华生科技整体变更设立时的发起人为５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蒋瑜慧 ３，７４０．６３ ５２．５０
２ 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８１．２５ ２５．００
３ 蒋生华 ８０１．５６ １１．２５
４ 王明珍 ４４５．３１ ６．２５
５ 王明芬 ３５６．２５ ５．００

合计 ７，１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有关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７，５００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本次

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２５％。
以公开发行２，５００万股新股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各股东的股本及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股） 比例（％） 持股（股） 比例（％）

蒋瑜慧 ３７，４０６，２５０ ４９．８８ ３７，４０６，２５０ ３７．４１
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８１２，５００ ２３．７５ １７，８１２，５００ １７．８１
蒋生华 ８，０１５，６２５ １０．６９ ８，０１５，６２５ ８．０２
王明珍 ４，４５３，１２５ ５．９４ ４，４５３，１２５ ４．４５
海宁华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３，７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００ ３．７５
王明芬 ３，５６２，５００ ４．７５ ３，５６２，５００ ３．５６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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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股份锁定及
持股意向的承诺”。

（一）持股数量和比例
１、前十名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股） 出资额比例

１ 蒋瑜慧 ３７，４０６，２５０ ４９．８８％

２ 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８１２，５００ ２３．７５％

３ 蒋生华 ８，０１５，６２５ １０．６９％

４ 王明珍 ４，４５３，１２５ ５．９４％

５ 海宁华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３，７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６ 王明芬 ３，５６２，５００ ４．７５％

合计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在发行人处任职

１ 蒋瑜慧 ３，７４０．６３ ４９．８８％ 董事

２ 蒋生华 ８０１．５６ １０．６９％ 董事长、总经理

３ 王明珍 ４４５．３１ ５．９４％ 采购经理

４ 王明芬 ３５６．２５ ４．７５％ 无

（二）本次发行前各股东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股东蒋瑜慧为股东蒋生华和王明珍之女，其中蒋瑜慧直接持有公司４９．８８％的股权，蒋

生华直接持有公司１０．６９％的股权，王明珍直接持有公司５．９４％的股权，蒋生华、蒋瑜慧和王明珍三人通过
持股１００％的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２３．７５％的股权，蒋生华、蒋瑜慧和王明珍合计持有
公司９０．２５％的股权。 王明芬持有公司４．７５％的股权，系王明珍胞妹。

除上述外，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要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与主要产品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塑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产品在气密性标准上的不同，公司主要产品可分为气密材料和柔性材料两大类。 其中，气密材

料包括拉丝气垫材料和充气游艇材料，主要应用在划水板、体操垫、充气游艇等运动、休闲领域；柔性材
料包括篷盖材料和灯箱广告材料，主要应用在交通物流、平面广告等领域。

（二）经营模式
公司在国内及海外均采取直接向下游客户销售的销售模式。 公司的产品属于专业性较强的产品领

域，最主要的销售渠道是通过参加国内外专业的行业展销会，有效接触到客户并深入地了解到客户的需
求及一些新的产品工艺，方便公司及时掌握相关的市场信息及竞争对手的最新动态。公司参加的行业展
会主要有：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上海国际游艇展、上海国
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荷兰游艇展、美国丹佛户外夏季运动用品展、德国纽伦堡国际划桨运动展览会、
法兰克福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等。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产业用纺织品的主要原材料为涤纶、锦纶等各类化学纤维产品，与石化行业密切相关。除涤纶丝外，

公司所生产的塑胶复合材料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还包括ＰＶＣ树脂粉、增塑剂等，上述原材料均与石化行业
相关。 其中，涤纶丝主要原材料为ＰＴＡ和ＭＥＧ，ＰＴＡ、ＭＥＧ均系石化下游材料，其价格走势与原油价格较
为一致；ＰＶＣ树脂粉主要由ＰＶＣ树脂加工而来，其价格走势与ＰＶＣ树脂高度相关；增塑剂的种类较多，其
价格变动趋势总体上与原油价格相符， 整体而言，ＰＶＣ树脂粉及增塑剂与原油价格的相关性低于涤纶
丝。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行业竞争格局及市场化程度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发展较早，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行业集中度高。 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产业用纺织品市场领先地位，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呈现高增长势头。 按行业
内企业规模划分，规模型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较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出于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因素的考虑，欧美等发达国家厂商在其国内将重心
转向产品研发、品牌建设、渠道拓展等方面，从而使得生产和制造产能逐步向东亚国家转移，尤其是其中
的中低端产品。近年来，在产品应用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种类更为丰富，终端产品在文化、体育、
娱乐休闲、军工、家居等多样化领域广泛应用，并逐步向更加环保、高附加值等中高端领域延伸。 在产量
方面，我国继超越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后，已经跃升为第一生产大国 ，同时在产品品种 、质量 、技
术、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正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全球产业用纺织品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韩国、台湾，欧洲的产业用纺织产业向亚洲和美
国转移。 行业内生产基地的分布情况如下：

回顾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发展，其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兴起，至今在中国发展已有二十多年。
起初，国内市场基本由国外厂商垄断，后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的日益完善和发展，市场进入者逐步增
多，打破了国外厂商在国内垄断的格局，并积极开拓出口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份额，但我国
在生产高端产品方面的技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仅有少数制造商有能力在高端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国
内制造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创新的投入，积极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断加强品牌的
拓展力度，逐步从简单的生产加工企业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材料供应商，并在国内外市
场中确立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大型生产厂商不仅可为低端至高端市场提供不同的多元化
产品，亦可按客户指定的要求生产具有特别功能及性能的产品。未来，随着国内技术的不断提升，相信将
会有更多的国内制造商通过逐步改良技术进入高端市场。

２０１９年１－１１月，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２，１２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２％，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６０．９％，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２，０１０．３４
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１６％；实现利润总额２５３．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７．９５％；利润率为１２．６０％，同比增加７．７１个百
分点。 而在快速发展当中，行业体系却尚不健全，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小规模企业较多，行业集中度
不高。 由于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行业初期形成的大量技术水平较低、生产设备相对落后和产品性能相
对较低的企业仍可通过低端同质化产品竞争获利， 但随着行业市场份额越来越向高端市场和先进企业
集中，再加上成本上升以及竞争加剧，规模偏小的企业将逐步被淘汰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高。

此外，国家产业政策也支持规模较大、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企业通过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市场份
额，行业正向着良性竞争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少数优秀企业脱颖而出，通过在资本、人才、技术和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持续投入，不断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和技术优势，行业内
部分化加剧。

２、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深耕塑胶复合材料行业二十多年，管理层及研发团队的行业经验丰富，历年来积累了良好的技

术研发优势，公司现有设备大多产自德国、瑞士、台湾等地，客户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近年
获得的部分企业荣誉 ／ 产品荣誉如下表所示：

序号 年份 企业荣誉 ／产品荣誉 颁发单位

１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年度行业小巨人企业 海宁市委、海宁市人民政府

２ ２０１８ 浙江名牌产品（华生？ 柔性灯箱布）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３ ２０１８ 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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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２０１７ 嘉兴市专利示范企业 嘉兴市科学技术局、嘉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５ ２０１６ 海宁市专利示范企业 海宁市科学技术局

６ ２０１５ 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国家
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７ ２０１５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８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度中国针织工业协会经 编 分会
“十佳会员单位”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经编分会

９ ２０１５ 嘉兴市创新型企业（科技创新领先企业） 嘉兴市科学技术局

１０ ２０１３ 浙江省著名商标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１１ ２０１１ 中国针织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百强企业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１２ ２００９ 华生牌柔性灯箱布为浙江省名牌产品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１３ ２００８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数据，我国２０１９年的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纤维加工量为１，６２０．３１万
吨，其中文体与休闲用纺织品、交通工具用纺织品、篷帆类纺织品及其他类纺织品四大类产品的产量为
４３３．０５万吨。 公司目前收入规模在３亿元多，规模仍较小，市场占有率较低。

发行人各主要产品在所处行业中的竞争情况如下：
产品 发行人竞争情况

气密材料：
拉丝气垫材料
充气游艇材料

发行人为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领域的先行者 ，是国内较早进入该领域的生产企业，拥有产品
相关核心生产技术，并在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领域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与气密材料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明士达相比，发行人的竞争优势有进入行业的时间较早，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行业经验等。 与龙天集团相比，发行人在业务方面与其较为接近。
发行人的竞争劣势主要是总体规模较小，且发行人尚不属于公众公司，融资手段有限。 相对于户外休
闲充气产品业已形成的市场规模，发行人现有在气密材料上实现的收入仍较小，且发行人尚未涉足户
外休闲充气产品的终端成品类产品，发行人与户外休闲充气产品领先企业仍存在较大差距。

柔性材料：
篷盖材料

灯箱广告材料

篷盖材料领域生产企业较多，发行人在该产品上规模相对不大，近几年发展较为平稳 ，行业地位相对
不突出。
灯箱广告材料行业竞争激烈，该类产品属于发行人的低端产品系列，在发展策略上，发行人主动放弃
部分毛利较低的订单。
在柔性材料领域，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有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２０６．ＳＺ）、浙江港龙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８３５６０９．ＯＣ）等等。
发行人在柔性材料产品上销售规模较小，在该产品市场上占有率较低，且尚不属于公众公司 ，融资手
段有限，与上述竞争对手相比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

气密材料生产技术难度较大、加工工艺复杂，行业内竞争者相对较少，产品售价及毛利率维持在较
高水平。发行人为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领域的先行者，是国内较早进入该领域的生产企业，拥有
产品相关核心生产技术。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主推气密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带来报告期内气密材料
的销售收入快速上升。 报告期内气密材料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呈持续增加趋势，分别为６４．９６％、
７０．３０％和８１．６２％。 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是发行人业务发展的重点领域，亦是未来收入、利润增长
的主要来源。

拉丝气垫材料目前主要应用于充气式划水板等休闲、运动器材，国内下游客户生产后主要用于出口
销售， 因此公司拉丝气垫材料业务的发展与国内休闲、 运动器材出口业务发展及国际市场需求紧密相
关。 根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全球划水板及其他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量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
美国、意大利、泰国、法国、德国等。 根据国际市场调研机构Ｔｅｃｈｎａｖｉｏ发布的报告，预计从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２０
年，全球划水板（ＳＵＰ）市场规模将从４９．５６亿美元增长至９９．９０亿美元，年均增幅１５％左右。 得益于下游行
业的快速发展，公司来自拉丝气垫材料产品的收入亦快速增长。

公司充气游艇材料主要用于漂流艇、皮划艇、冲锋舟等水上休闲娱乐运动产品。 充气游艇材料与拉
丝气垫材料现阶段应用领域均主要为水上休闲、运动器材，下游厂家多同时生产划水板、皮划艇等水上
休闲、运动器材，因此公司在该两种产品上的直接下游客户群体较为重叠。 伴随着报告期内拉丝气垫材
料客户的稳定合作及不断拓展，充气游艇材料销量亦呈稳步增长趋势。

因此，在公司的重点业务、即气密材料的发展上，发行人主要面对的是国内下游的划水板、皮划艇等
休闲、运动器材生产企业。 尤其在拉丝气垫材料产品上，该产品作为新型材料产品目前仍处于行业发展
初级阶段，未来成长空间较大，预计未来五年，拉丝气垫材料行业需求量增速将保持在１５％以上。 发行人
未来仍有望保持持续良性发展。

总体上看，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及其终端应用产品划水板、体操垫、皮划艇、漂流艇等的市
场虽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但市场规模尚不及大宗产品市场，未来发行人在该等业务上的发展仍需与产
业链下游一道拓展新的应用领域，以实现进一步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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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生产经营使用的主要固定资产有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等，均为公司所拥有并已取得相关权属

证明的资产，各类固定资产维护和运行状况良好。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５，１０８．７９ ２，２７３．７３ ４９．２６％
专用设备 １８，３４３．７３ ６，６２２．２２ ２８．９９％
运输工具 ９６７．１０ ２２９．６３ ３０．４２％
其他设备 ３４６．３４ １３８．０３ ３４．０１％
合 计 ２４，７６５．９６ ９，２６３．６１ ３３．８５％

１、房产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所拥有的房屋建筑物主要有９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对应的权证号 房屋坐落
面积

（平方米）
所在土地对应的权证号 所有权人

１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９４３８号

海宁市马桥街道
红旗大道９号

８，３９８．４４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９４３８号

华生科技

２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９４３９号 ９，６２４．５１
３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９４４０号 ５，３６１．６２
４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９４４１号 ４，３８３．５１
５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９４５５号

海宁市马桥街道
红旗大道８号

７，８２９．８８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
权第００３９４５５号

６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３９４５６号 ６，７３４．０８
７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４００７０号 ５，２１６．８３
８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４００７１号 ２，９９６．２２
９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４００７２号 ２，９４１．６０

２、主要机器设备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主要机器设备情况如下：

设备名称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成新率

压延机 ５，４１９．５５ ５４１．９５ １０．００％
贴合机 ５，５１５．８６ ３，１５５．２９ ５７．２０％

剑杆织机 ／片梭机 ５６７．５５ ８６．５５ １５．２５％
整经机 ３５６．５１ ５５．９０ １５．６８％

双轴向经编机 １，１９８．７９ ２１９．１５ １８．２８％
双层剑杆织机 ６２３．９３ ３９９．３２ ６４．００％
双针床经编机 １，３３４．７０ １，１５３．８８ ８６．４５％

（二）公司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所拥有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商标和专利，公司无形资产的情况分项

说明如下：
１、土地使用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４项土地使用权，具体如下：

序号 不动产权证编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权利人 用途 终止日期

１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３９４３８号 海宁市马桥街道红旗大道９号 ４０，６１４

华生科技 工业

２０５６－１０－１８

２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３９４５５号 海宁市马桥街道红旗大道８号 ３４，９９８ ２０５２－１１－１２

３ 浙（２０１８）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４８２７８号 海宁市海洲街道富顺新苑４号 ２，２３９ ２０４６－０８－２７

４ 浙（２０１９）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４９５９３号

海宁市马桥街道建中路西侧、
宋顾大桥港北侧 ２４，９２８ ２０５６－０９－２７

（１）一处厂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情况
上表第３项土地上存在面积为２，２２６．２２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物 ，原用途为华生针织厂的厂房。 截至目

前该处厂房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该处地上建筑物系发行人前身华生针织厂的老厂房。当年发行人在
建设该处老厂房时未重视建设资料的汇总工作，因此未能及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近年发行人向相关部
门申请就上述厂房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但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建设资料缺失，且目前海宁市政府基于
市政发展的考虑对该区域已进行规划调整，该地块面积狭小，已不适合用于生产经营，目前已停止办理
工业用地的房屋所有权证。

上述房屋目前处于空置状态，没有任何设备、人员，发行人未于其中开展任何生产经营。发行人已取
得房屋产权证明并投入生产经营的房屋所有权面积合计５３，４８６．６９平方米，此处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并
闲置的房屋面积仅为２，２２６．２２平方米，占比仅为４％左右。 上述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厂房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另根据海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证明并经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未因上述房屋
所有权证取得相关事项受到过行政处罚。

综上，该处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也未因此受
到过行政处罚，该事项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２）发行人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海宁市自然资源局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出具的 《关于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状拥有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情况说明》， 发行人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均符合国家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取
得方式合法、并已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不存在违法占用耕地、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违规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使用均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相关必要的审批程
序均已履行。

２、专利技术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专利２１项，其中已授权的发明专利１１项，实用新型专利８项，外观设计专利２

项，具体如下所示：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利人 有效期限 发明人

１ 一种不卷边塑胶复合材
料

发明 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８９８５．５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０５．３１－
２０２９．０５．３０

蒋生华、蒋秦峰 、王建平、许群
章、叶宝生

２ 一种环保型涂刮画布及
其制备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９８７２．７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０６．１８－
２０２９．０６．１７

蒋生华、蒋秦峰 、王建平、许群
章、叶宝生

３ 一种气垫的生产工艺 发明 ２０１２１０２８３６７３．３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２０３２．０８．０９

蒋生华、蒋秦峰 、叶保生、王建
平、戚水江、许群章

４ 一种游艇用复合材料的
生产工艺

发明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３９２１．８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４．２６－
２０３２．０４．２５

蒋生华、叶宝生、王建平、蒋秦
峰、许群章

５ 一种五层塑胶复合材料
的贴合方法

发明 ２０１２１０２８３８２６．４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２０３２．０８．０９

蒋生华、王建平、王佩章、蒋秦
峰、戚水江

６ 一种基布上浆装置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００８２０４７．７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０３．０７－
２０３４．０３．０６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７ 一种用于复合布的糊状
树脂及复合布

发明 ２０１４１００８２２４１．５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０３．０７－
２０３４．０３．０６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８ 加强型拉丝气垫材料及
其生产工艺

发明 ２０１５１０４６７０５２．４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２０３５．０８．０２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９ 一种机织拉丝气垫及其
生产方法

发明 ２０１６１０７５８０８５．９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２０３６．０８．２８ 蒋生华、钱雄

１０ 一种环保弹性压延膜及
其生产方法

发明 ２０１６１０７６０８３１．８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２０３６．０８．２８ 蒋生华、钱雄

１１ 一种碳纤维基布复合面
料及其生产方法

发明 ２０１６１０７４７５２０．８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２０３６．０８．２８

蒋生华、蒋秦峰 、王建平、许群
章、叶宝生

１２ 一种双面喷绘灯箱布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５９２１．０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
２０２２．０３．１９

蒋生华、王建平、王佩章、蒋秦
峰、戚水江

１３ 一种篷盖布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５９３１．４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
２０２２．０３．１９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１４ 一种网眼类数码喷绘广
告材料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５９２３．Ｘ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
２０２２．０３．１９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１５ 一种贴合机用导热液式
加热辊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５９１４．０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
２０２２．０３．１９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１６ 一种游艇用复合材料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５９１０．２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
２０２２．０３．１９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１７ 基布上浆装置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２３８２．４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０３．０７－
２０２４．０３．０６

蒋生华、钱雄、陆生良、王佩
章、蒋翠松

１８ 一种便于携带的气垫床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２１０１５０６２．Ｘ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２０２８．０６．２７

蒋生华、蒋秦峰 、王建平、孙庆
平、马海丰、王蒋松、许银松

１９ 一种高透气性的气垫床 实用
新型 ２０１８２１００８９６６．Ｘ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２０２８．０６．２７

蒋生华、蒋秦峰 、王建平、孙庆
平、马海丰、王蒋松、许银松

２０ 充气垫（１） 外观
设计 ２０１８３０３３９７０３．６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２０２８．０６．２７

蒋生华、蒋秦峰 、王建平、孙庆
平、马海丰、王蒋松、许银松

２１ 充气垫（２） 外观
设计 ２０１８３０３３９９８７．９ 浙江华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０６．２８－
２０２８．０６．２７

蒋生华、蒋秦峰 、王建平、孙庆
平、马海丰、王蒋松、许银松

３、注册商标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注：第６９９４１８２号商标第２４类续展注册已获核准，续展注册有效期至２０３０年８月２７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发行人的商标来源于发行人的自行设计并申请获得，为原始取得，
不存在受让取得的情形；发行人的专利均来自于发行人职工的职务发明，相关权利均归属发行人，并由
发行人自行申请获得，为原始取得，不存在受让取得的情形。

（三）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特许经营权。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１、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本公司主要从事塑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

为自然人蒋瑜慧，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蒋瑜慧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还持有华生投资４０．００％

股权和香港迈克隆股份有限公司４０．００％的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除持有华生科技、华生投资、香港迈克隆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外，并未持股其他企业。 华生投资经验范围为：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性资产管理；实业
投资；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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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迈克隆股份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为：化工材料，医疗保健，船务运输，建筑，服装纺织，进出口贸易；该公司经营范围与发行人
明显不同。 公司与控股股东持股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实际控制人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除持有发行人股权外，还持有
华生投资１００．００％的股权 ； 王明珍持有香港永鑫１００％的股权 ； 蒋瑜慧持有香港迈克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的股权。 除此之外，实际控制人未控制或参股其他企业，未实质从事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的业务
或活动。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２、公司与持股５％以上的主要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除实际控制人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外，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为华册

投资。 华册投资除投资本公司外，未控制其他企业。 华册投资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 持股５％以上的
主要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１、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采购商品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采购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海宁市华宇纸管厂 纸筒、纸管 － ９２．７５ ３２６．０４

（２）销售商品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销售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海宁市天海毛绒有限公司 水电费 － ２１．２８ ８９．９２
海宁市华宇纸管厂 水电费 － １．２７ ４．２４

（３）关联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出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海宁市天海毛绒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 ９．４４ ２８．２９
海宁市华宇纸管厂 房屋及建筑物 － ６．３９ １９．１４

截至２０１９年４月末，发行人与上述关联方的租赁已终止。
（４）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３６９．５８ ３５０．７１ ３３８．９５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关联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合同起始日 担保合同到期日 是否履行完毕 项下债务终止日

海盐天恩经编有限公司 发行人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７．２７ ２０１７．７．２６ 是 ２０１８．８．７
海宁市永丽经编有限公司 发行人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７ ２０１８．３．６ 是 ２０１８．３．６
海盐天恩经编有限公司 发行人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２１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 是 ２０１７．８．１４
海盐天恩经编有限公司 发行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７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 是 ２０１７．７．１８
海盐天恩经编有限公司 发行人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１ ２０２０．３．１ ［注１］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海宁市永丽经编有限公司 发行人 ６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３．１ ２０２０．３．１ ［注１］ 项下无债务

发行人 蒋生华 ３，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６．２７ ２０２０．６．２７ ［注２］ ２０１７．４．１１
发行人 蒋瑜慧 ３，８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６．２７ ２０２０．６．２７ ［注２］ ２０１７．４．１１

注１：系最高额保证担保，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以来，该担保项下不存在任何债务；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宁支行出具《证明》：“上述担保合同目前已终止，且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后无相应担保债务。 ”

注２：系最高额保证担保，截至报告期末该担保项下不存在任何债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宁支行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出具《证明》：“现由于被担保人与乙方双方无信贷业务发生，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
项下也不再发生需要担保的乙方债权，双方协商后决定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再履行。 ”（上述“被担
保人”指发行人、“乙方”指建设银行）。

（２）其他
１）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海宁市华宇纸管厂 １５３，５２７．３２
小计 １５３，５２７．３２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及履行法定程序审批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公司报告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定价公允，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或确认程序，符合交易
当时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选举蒋生华 、蒋瑜慧 、王建

平、范跃锋、王明芬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任期三年。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蒋生华为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９日，公司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免除王明芬公司董事职务，增选方园、计望
许、徐亚明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公司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蒋生华、蒋瑜慧、王建平、范跃锋、方
园、计望许、徐亚明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任期三年。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蒋生华为董事长。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会成员名单及简历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１ 蒋生华 董事长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２ 蒋瑜慧 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３ 王建平 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４ 范跃锋 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５ 方园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６ 计望许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７ 徐亚明 独立董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蒋生华：男，１９６２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浙江大学ＥＭＢＡ总裁研修班结业、纺织工程
工程师。 历任海宁市马桥华生经编针织厂厂长、浙江华生经编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
任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今，任海宁市马桥商会副会长。 蒋生华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曾领导、参与开发抗静电加筋风管布、阻燃环保超薄型篷盖布、保健充气床垫材料、
仿生多用途防滑垫等产品，并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领导发明一种游艇用复合材料的生产工艺、一种五
层柔性复合材料的贴合方法、一种气垫的生产工艺、一种基布上浆装置、一种用于复合布的糊状树脂及
复合布等专利。 蒋生华曾被海宁市委、海宁市人民政府评为“海宁市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被海宁
市总商会评为“创新达人”。

蒋瑜慧：女，１９８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１１
年１月至今在公司销售部从事销售工作。 现任公司董事。

王建平：男，１９７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化工工程师。 ２００７年加入公司，
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总经理助理，负责车间的生产安排、协调及日常事务；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 ，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王建平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曾领导、参与开发：保健充气床垫材料、仿生多用途防滑
垫等产品，并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 王建平曾被评为海宁市马桥街道“十佳科技创新人物”。

范跃锋：男，１９７５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５月，就职于
海宁市马桥华生经编针织厂，任会计；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就职于浙江华生经编新材料有限公司，任
主办会计、财务部经理。 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２０１８年９月起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方园：男，１９５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民盟成员。 自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１８年６
月，先后在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担任教授，主要从事纺织专业针织方向教学、
研究生指导及科学研究工作。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计望许：男，１９７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 、注册税
务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分所从事审计工作，担任部门经理；２０１０
年１月至今在浙江天誉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先后担任法定代表人、副主任会计师 、副总经理，目
前还担任海宁凯达信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徐亚明：男，１９７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 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就
职于海宁市司法局，任基层科科员；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今，就职于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历任部门主任、事务
所负责人，目前还担任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监事会成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蒋秦峰 、王蒋松为第一

届监事会成员，与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监事戚水江共同组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三年。同日，公
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蒋秦峰为监事会主席。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公司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蒋秦峰 、王蒋松为第二届监事会成
员，与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监事戚水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同日，公司召开第二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蒋秦峰为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监事会成员名单及简历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１ 蒋秦峰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２ 王蒋松 监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３ 戚水江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蒋秦峰：男，１９８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纺织工程工程师 。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
今，历任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蒋松：男，１９７５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纺织工程工程师 。 １９９６年至今在
公司工作，任公司织造车间主任；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王蒋松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曾参与开发
抗静电加筋风管布、阻燃环保超薄型篷盖布等产品，并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王蒋松曾获“马桥街道先进
工作者”、 “马桥工匠”、“马桥街道职业技能带头人”等荣誉。

戚水江：男，１９６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纺织工程工程师 。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
２００５年５月，就职于海宁市马桥华生经编针织厂，任包装组长；２００５年５月至今，历任公司包装组长、质量
管理专员、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２０１８年 １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公司召开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蒋生华为公司

总经理，王建平、范跃飞为公司副总经理，范跃锋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范跃锋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同意聘任范跃锋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蒋生华为公司总经理，王建平、范跃飞为公

司副总经理，范跃锋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简历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１ 蒋生华 总经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２ 王建平 副总经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３ 范跃锋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４ 范跃飞 副总经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２０２４年１月６日

蒋生华：简历参见本节“一、董事会成员”之“蒋生华”。
王建平：简历参见本节“一、董事会成员”之“王建平”。
范跃锋：简历参见本节“一、董事会成员”之“范跃锋”。
范跃飞：男，１９７３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３年９月，就职于海

宁市德嘉经纬布业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任公司销售经理；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四）核心技术人员
蒋生华：简历参见本节“董事会成员”之“蒋生华”。
王建平：简历参见本节“董事会成员”之“王建平”。
王蒋松：简历参见本节“监事会成员”之“王蒋松”。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情况及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位 ／角色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

直接持有股权数（万元） 股权比例（％）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５８２．７５ １１．２５

蒋瑜慧 董事 ／蒋生华之女 ２，７１９．５０ ５２．５０

王明珍 蒋生华之妻 ３２３．７５ ６．２５

王明芬 蒋生华之妻妹 ２５９．００ ５．００

股东名称 职位 ／角色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

直接持有股权数（万元） 股权比例（％）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８０１．５６ １１．２５

蒋瑜慧 董事 ／蒋生华之女 ３，７４０．６３ ５２．５０

王明珍 蒋生华之妻 ４４５．３１ ６．２５

王明芬 蒋生华之妻妹 ３５６．２５ ５．００

股东名称 职位 ／角色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

直接持有股权数（万元） 股权比例（％）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 ８０１．５６ １０．６９

蒋瑜慧 董事 ／蒋生华之女 ３，７４０．６３ ４９．８８

王明珍 蒋生华之妻 ４４５．３１ ５．９４

王明芬 蒋生华之妻妹 ３５６．２５ ４．７５

（下转C3版）

（上接C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