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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15 版）
（3）阜阳盛泰

公司全称 阜阳盛泰制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341226559226289Y

法定代表人 刘向荣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服装、针织品的生产、销售；成衣贸易及自营和代理服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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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0年 7 月 27 日至 2060 年 7 月 26 日
股东构成 盛泰集团持股 100%

（4）盛泰服装整理
公司全称 嵊州盛泰服装整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330683592850761E
法定代表人 丁开政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三塘直路 2 号 1#车间一楼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面料纺织加工；纺纱加工；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辅料销售；针织仿
品及原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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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
器械生产（依法经批准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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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2年 3 月 20 日至长期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100%

（5）宁波盛雅
公司全称 宁波盛雅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3302126880221432
法定代表人 徐磊
注册资本 1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保泉路 155 号 1901 室 -20

经营范围 普通货物运输（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服装、纺织品及面辅料的批发；服装、纺
织品的制造、加工，绣花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营业期限 2009年 5 月 8 日至 2059 年 5 月 7 日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100%

（6）吉林思豪
公司全称 吉林思豪服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220201605154790C
法定代表人 张达
注册资本 9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吉林市船营区德胜街西大 9 号楼 4 单元 3 层 43 号

经营范围
服装及其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服装制造用机器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以
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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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1993年 2 月 20 日至 2999 年 12 月 31 日
股东构成 保益投资持股 100%

（7）重庆新马
公司全称 新马制衣（重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08676113638K
法定代表人 付强
注册资本 2, 250 万港元
注册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同景路 5 号 S1-1 幢 14-9 号

经营范围 服装的设计、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有限制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不含进口分销。

营业期限 2008年 6 月 11 日至 2028 年 6 月 10 日
股东构成 新马投资持股 100%

（8）湖南新马
公司全称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309005954628283
法定代表人 刘向荣
注册资本 8, 895.2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湖南益阳沅江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
纺织品与成衣的生产、销售；服装设计、研发、批发零售、技术服务；自营及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厂房及设备租赁；普通货物运输；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用品的
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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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2年 5 月 14 日至 2027 年 5 月 13 日
股东构成 盛泰集团持股 100%

（9）安徽盛泰
公司全称 安徽盛泰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341200595749589U
法定代表人 刘向荣
注册资本 4, 422.3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针、梭织服装生产、加工和销售及服装进出口业务，设备租赁及厂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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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2年 5 月 25 日至 2032 年 5 月 24 日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100%

（10）盛泰新材料
公司全称 嵊州盛泰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330683MA2BF4MM3D
法定代表人 高敏
注册资本 1, 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五合东路 2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材料销售；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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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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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8年 7 月 6 日至 9999 年 9 月 9 日
股东构成 盛泰集团持股 100%

（11）嵊州康欣医疗有限公司
公司全称 嵊州康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330683MA2D8DK682
法定代表人 刘建薪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加佳路 69 号 1 号楼 3 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
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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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
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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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20年 4 月 1 日至长期
股东构成 嵊州盛泰新材料持股 100%

（12）盛泰浩邦
公司全称 嵊州盛泰浩邦纺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330683MA29EGFM48
法定代表人 訾三飞
注册资本 5, 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华发东路 1 号

经营范围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服装、纺织品、纺织原料、机械设备及配件、服装
辅料；销售：日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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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17年 10 月 27 日至 2067 年 10 月 26 日
股东构成 盛泰集团持股 60%，上海锦胜纺织有限公司持股 40%

（13）新马北江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北江有限公司（越南）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Ga rments �Manu fa ctu ring �Ba c�Gia ng �Co., �Ltd
公司编号 2400711548
注册资本 84, 378,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4年 2 月 18 日

通讯地址 Lo�CN-03, �KCN�Van�Trung , �Xa �V an�Trung , �Huyyen�V iet �Yen, �Tinh�Ba c�
Gia ng ,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针织持股 100%

（14）越南新马针织
中文名称 新马针织制衣（越南）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Knitt ing �Ga rments �Manu fa ctu ring（V ietnam）Co., Ltd
公司编号 0900278632
注册资本 104, 695,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07年 12 月 27 日
通讯地址 Phu �Ung �commune, �An�Thi�di s trict , �Hung �Yen�p 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针织持股 100%

（15）菲律宾新马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菲律宾）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Phi l s .)Inc.
公司编号 ASO95-012619
注册资本 100, 000, 000 菲律宾比绍
注册时间 1995年 12 月 19 日

通讯地址 25�J a ck�Na s s er�Drive, �Phi lexcel �Bu s ines s �Pa rk, �M.A .�Roxa s �Hig hw ay, �CSE�
Cla rkfie ld, �Pamp ang a �Phi l ip p ines

股东构成 新马针织持股 100%

（16）越南盛泰棉纺
中文名称 盛泰棉纺织（越南）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ris e�Sp inning �(V ietnam)�Co., �Ltd
公司编号 0600965377
注册资本 390, 608, 312,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2年 9 月 14 日

通讯地址 Plot�C4, �Road�D4, �Bao�Minh�Indu s tria l �Zone, �Vu �Ban�Dis trict ,
Nam�Dinh�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针织持股 100%

（17）新马集团
中文名称 新马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Ap p a rel �Group �Limited
公司编号 1180886

已发行股本 77, 435, 825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2007年 11 月 1 日
通讯地址 FLAT�F , �28/F , �BLOCK�13, �LAGUNA�CITY, �KOWLOON, �HONG�KONG
股东构成 盛泰集团持股 100%

（18）美国新马服装
中文名称 新马服装（美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Ap p a rel �(U.S.).�Inc.

已发行股本 1, 000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2007年 10 月 30 日
通讯地址 141�W.�36th�Street , �New �York, �NY�10018
股东构成 新马集团持股 100%

（19）新马投资
中文名称 新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Ap p a rel �Inves tment�Holding s �Ltd.
公司编号 1242268

已发行股本 1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2008年 5 月 29 日

通讯地址 23/F � TWP� LANDMARK� EAST� 100� HOW� MING� ST� KWUN� TONG� KLN, �
HONG�KONG

股东构成 新马集团持股 100%

（20）新马科创
中文名称 新马科创有限公司，曾用名：联合成功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Technolog y�Limited.
公司编号 2555560

已发行股本 10, 000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2017年 7 月 13 日

通讯地址 23rd�F loor, �A IA �Kow loon�Tow er�La ndma rk�Ea s t , �100�How �Ming �Street , �
Kwun�Tong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1）美国新马创业
中文名称 新马创业（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V entu res �USA �LLC
注册时间 2014年 6 月 10 日
通讯地址 141�W.�36th�Street , �New �York, �NY�10018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2）新加坡新马服装
名称 新加坡新马服装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Sing a p ore)�Pte.�Ltd.
公司编号 201713531W

已发行股本 5, 000 股
注册时间 2017年 5 月 16 日
通讯地址 24�Ra ffles �Pla ce, �#21�03A �Cli fford�Centre, �Sing a p ore�048621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3）柬埔寨新马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柬埔寨）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Ga rments �Manu fa ctu ring �(Cambodia )�Co., �Ltd
公司编号 Inv .�2566�E/2011
注册资本 1, 000, 000 美元
注册时间 2011年 11 月 25 日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4）岘港新马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岘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Ga rments �Manu fa ctu ring �Da �Nang �Co., �Ltd.
公司编号 0401736742
注册资本 45, 000,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6年 2 月 3 日

通讯地址 Lo�U1-U3, �Road�10B�a nd�Road�DT�602, �Hoa �Khanh�Ex tens ion�Indu s tria l �
Pa rk, �Hoa �Khanh�Ba c, �Qu an�Lien�Chieu , �Thanh�p ho�Da �Nang ,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5）越南新马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越南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Ga rments �Manu fa ctu ring �V ietnam�Co., �Ltd.
公司编号 0600993173
注册资本 80, 000,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3年 7 月 30 日

通讯地址 Lot�G7+G8, �Bao�Minh� Indu s tria l �Zone, �Lien�Minh�Commune, �Vu �Ban�
Dis trict , �Nam�Dinh�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6）盛泰纺织贸易
中文名称 盛泰纺织集团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ris e�Tex ti les �Group �Tra ding �(HK)�Limited
公司编号 0004458

已发行股本 6, 001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1956年 3 月 28 日

通讯地址 23rd�F loor, �Two�Landma rk�Ea s t , �100�How �Ming �Street , �Kwun�Tong ,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7）汇丰制衣厂
中文名称 汇丰制衣厂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ou th�A s ia �Ga rments �Limited
公司编号 5605

已发行股本 6, 753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1959年 8 月 28 日

通讯地址 23rd�F loor, �Two�Landma rk�Ea s t , �100�How �Ming �Street , �Kwun�Tong ,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28）新马宝明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宝明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Ga rments �Manu fa ctu ring �Bao�Minh�Co., �Ltd.
公司编号 0601042639
注册资本 321, 870,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4年 9 月 22 日

通讯地址 Lot�G1�a nd�p a rcel s �of�lots �G2, �G3, �G7, �G8�in�Bao�Minh�Indu s tria l �Pa rk, �
Lien�Minh�Commune, �Vu �Ban�Dis trict , �Nam�Dinh�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美国新马创业持股 100%

（29）盛泰面料（越南）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 盛泰面料（越南）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ris e�Fa bric�(V ietnam)�Co., �Ltd
公司编号 0601115446
注册资本 355, 591, 515, 671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6年 6 月 28 日

通讯地址 Lot�G2+G3, �Bao�Minh� Indu s tria l � Pa rk, � Lien�Minh�Commune, �Vu �Ban�
Dis trict , �Nam�Dinh�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宝明制衣持股 100%

（30）新马海后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海后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Ga rments �Manu fa ctu ring �Ha i�Hau �Co., �Ltd.
公司编号 0601115083
注册资本 154, 000,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6年 6 月 16 日

通讯地址 Hamlet�4�+�Hamlet�5, �Ha i�Ha �Commune, �Ha i�Hau �Dis trict , �Nam�Dinh�
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宝明制衣持股 100%

（31）东泰懿安
中文名称 东泰懿安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T�Y�Yen�Co., �Ltd.
公司编号 0601124673
注册资本 30, 646,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6年 9 月 12 日

通讯地址 Dong � Hung � Hamlet , � Yen� Tho� Commune, � Y� Yen� Dis trict , � Nam� Dinh�
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宝明制衣持股 100%

（32）盛泰纺织集团
中文名称 盛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ris e�Tex ti les �Group �Limited
公司编号 1664995
已发行股本 10, 000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2011年 9 月 16 日

通讯地址 23rd�F loor, �Two�Landma rk�Ea s t , �100�How �Ming �Street , �Kwun�Tong ,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新马集团持股 55%，锦胜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5%

（33）越南盛泰纺织
中文名称 盛泰纺织（越南）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联盛纺织

英文名称 Sunris e�(V ietnam)�Tex ti le �J oint�Stock�Comp any，曾用名：Sunris e�Lu en�Tha i �
Tex ti le �J oint�Stock�Comp any

公司编号 0600977710
注册资本 567, 000, 0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12年 12 月 27 日

通讯地址 Bao�Minh�Indu s tria l �Pa rk, �Lien�Minh�Commune, �Vu �Ban�Dis trict , �Nam�
Dinh�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45.56%，盛泰针织持股 50%，新马针织持股 4.44%

（34）YSS 服装
中文名称 YSS衣服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YSS�Ga rment�Co., �Ltd.
公司编号 0600368998
注册资本 288, 945, 600, 000 越南盾
注册时间 2006年 11 月 6 日

通讯地址 Lot�D6, �Lot�div i s ion�ma s ter�p la n�map �of�My�Trung �Indu s tria l �Pa rk, �My�
Trung �Commune, �My�Loc�Dis trict , �Nam�Dinh�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98.68%，汇丰制衣厂持股 1.32%

（35）斯里兰卡新马制衣
中文名称 新马制衣（斯里兰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La nka )�Limited
公司编号 PB�1246
已发行股本 1, 600, 000 股
注册时间 2009年 11 月 30 日
通讯地址 Lot�No�10, �Off�A ir�Port �Road, �1�PZ, �Ka tuna ya ke
股东构成 汇丰制衣厂持股 100%

（36）新马服装
中文名称 新马服装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Limited
公司编号 19005
已发行股本 7, 440, 060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1969年 12 月 12 日

通讯地址 23rd�F loor, �Two�Landma rk�Ea s t , �100�How �Ming �Street , �Kwun�Tong ,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新马集团持股 100%

（37）保益投资
中文名称 保益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lu et�Inves tment�Comp any�Limited

公司编号 63051

已发行股本 1, 000, 000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1978年 8 月 18 日

通讯地址 23rd�F loor, �Two�Landma rk�Ea s t , �100�How �Ming �Street ,
Kwun�Tong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新马集团持股 100%

（38）斯里兰卡新马贸易
中文名称 新马贸易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Shirt s �Tra ding �(Pv t)�Limited

公司编号 PV �6744

已发行股本 10, 000 股

注册时间 2008年 8 月 20 日

通讯地址 Lot�No�10, �Off�A ir�Port �Road, �1�PZ, �Ka tuna ya ke

股东构成 新马集团持股 100%

（39）柬埔寨 Quantum 服装

中文名称 Quantum衣服（柬埔寨）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Quantum�Clothing �(Cambodia )�Ltd
注册编码 Inv .701�E/2000
注册资本 3, 200, 000 美元

通讯地址 No.313AB, �Street �Chom�Chao, �Phum�Chrey�Kaong , �Sa ng ka t�Chom�Chao, �
Khan�Por�Sen�Chey, �Phnom�Penh, �Cambodia

注册时间 2000年 7 月 31 日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40）新马服装科研
中文名称 新马服装科研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 rt�Ap p a rel �La b�Limited
公司编号 2643176
已发行股本 10, 000 股普通股
注册时间 2018年 1 月 18 日

通讯地址 23/F ., �A IA �Kow loon�Tow er�La ndma rk�Ea s t , �100�How �Ming �Street , �Kwun�
Tong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新马服装持股 100%

（41）新马针织
中文名称 新马针织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MART�SHIRTS�KNITS�LIMITED
公司编号 1032251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行股本 137, 791, 920 股普通股
成立时间 2006年 3 月 21 日

通讯地址 23rd�F loor, �Two� la ndma rk�Ea s t , � 100�How �Ming �Street , �Kwun�Tong , �
Kow loon, �Hong �Kong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100%

（42）广州盛泰科技
公司全称 广州盛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40101MA5CM2KU5U
法定代表人 刘向荣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福华路 15 号 1009

经营范围

物联网技术研究开发;软件零售;软件开发;软件服务; 软件测试服务; 软件技术推
广服务; 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 贸易代理;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智能机器系统销售;智能机器销售;货物
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营业期限 2019-02-28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构成 盛泰集团持股 65%、广州缤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43）泛欧纺织
中文名称 泛欧纺织公司
英文名称 Trans �Eu ro�Tex ti le �S.R.L
已发行股本 63, 750�股
注册时间 1998年 4 月 30 日
通讯地址 Cis n? die, �Town�of�Cis n? die, �6�Tra ns i lv a niei �Street , �Sibiu �County, �Romania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90%、新马针织持股 10%

（44）河南盛泰
公司全称 河南盛泰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11623MA47WU082G
法定代表人 付强
注册资本 8, 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新城区陈胜大道 997 号

经营范围
服装与纺织品的生产、销售；服装设计、研发、生产技术服务；从事货物或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自有厂房及设备租赁。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 2019-12-20至 2027-12-19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87.50%，湖南新马持股 12.50%

（45）盛泰辅料包装
中文名称 盛泰辅料包装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ris e�A cces s ories �And�Pa cka g ing �Co., �Ltd.
注册资本 VND�11, 000, 000, 000
注册时间 2019年 6 月 1 日

通讯地址 Giap �Nha t� V i l la g e, �Qu ang � Trung �Wa rd, � Vu � Ban� Dis trict , � Nam� Dinh�
Prov ince, �V ietnam

股东构成 YSS服装持股 100%

（46）周口锦胜
公司全称 周口盛泰锦胜纺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11623MA4798X52M
法定代表人 訾三飞
注册资本 10, 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新城区陈胜大道 997 号

经营范围
棉纺纱生产、销售；销售：棉纱、纺织面料、服装、服饰、针纺织品；自有厂房、仓库租赁
业务；从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或技术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 2019年 8 月 20 日至长期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60%，盛泰智能创新持股 40%

（47）河南盛泰针织
公司全称 河南盛泰针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11623MA484K1F7U
法定代表人 龙兵初
注册资本 20, 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新城区陈胜大道 997 号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针织面辅料、服装；高档织物面料织染及后整理加工；从事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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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营业期限 2020年 3 月 27 日至长期
股东构成 盛泰针织持股 100%

（48）广州润棉
公司全称 广州盛泰润棉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40101MA9UPAWM8T
法定代表人 刘向荣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诜敦村毓宏街 1 号（厂房 2）三楼整层

经营范围

技术进出口；针织或钩针编织品制造;针织或钩针编织物织造；服饰制造；针织或钩针
编织服装制造;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机织服装制造；服装零售；服装辅料零售; 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
辅料批发；服装批发

营业期限 2020年 7 月 20 日至长期
股东构成 湖南新马持股 100%

（49）周口盛泰环保
公司全称 周口盛泰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11623MA9GAB8623
法定代表人 訾三飞
注册资本 10, 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新城区陈胜大道 997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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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21年 1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构成 周口锦胜持股 70%，商水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

（50）河南盛泰浩邦
公司全称 河南盛泰浩邦纺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 91411623MA9GARDH8J
法定代表人 訾三飞
注册资本 5, 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新城区陈胜大道 997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日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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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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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营业期限 2021年 1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构成 盛泰浩邦持股 100%

2、报告期内子公司注销情况
（1）嵊州新马环保
嵊州新马环保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7 日，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由宁波

新马科创独家出资设立，经营范围为研发、设计、安装、维护：环保设备；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除金融、期货、证券、保险）。 嵊州新马环保自设立起便无实际
运营，公司决定对其注销。 嵊州新马环保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完成注销。 根
据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情况证明及工商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嵊州新马
环保注销前未有重大违法违规处罚记录。

（2）盛泰瑞合
盛泰瑞合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由盛泰色

织和宁波市瑞合服饰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其中，盛泰色织持股 55%，宁波市瑞
合服饰有限公司持股 45%，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服装、纺织品、日用品、纺
织原料、机械设备及配件、服装辅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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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泰瑞合自设立起便无实际运
营，公司决定对其注销。盛泰瑞合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完成注销。根据主管税
务机关出具的纳税情况证明及工商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盛泰瑞合注销前未
有重大违法违规处罚记录。

（3）珲春盛达尔
珲春盛达尔成立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由湖南

新马和纪惠芹共同出资，其中，湖南新马持股 70%，纪惠芹持股 30%。 经营范
围为服装、箱包、鞋帽、手套制造、销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棉花除外）、服
饰、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销售；网上销售：服装、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
品；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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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珲春盛达尔自设立起便无实际运营， 公司决定对其注
销。珲春盛达尔于 2018 年 9 月 6 日完成注销。根据主管税务机关及工商部门
出具的相关证明，珲春盛达尔注销前未有重大违法违规处罚记录。

（4）柬埔寨新马
柬埔寨新马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注册资本 1,000,000 美元，新马服

装持股 100%。 柬埔寨新马自设立起便无实际经营。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书，柬
埔寨新马系依据柬埔寨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境外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新马服装所持其股权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受到第三方限制的情形；柬埔寨新马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完成注销。

（5）湖南新马科技
湖南新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由湖南新马独家出资设立，经营范围为纽扣、拉链、商标织造、织
带、电脑绣花、胶袋、塑料制品、纸制品、包装材料和标牌等服装辅料、鞋、帽辅
料及原辅料、金属制品、机械配件、模具的生产、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不含出版物印刷）、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
进出口业务。湖南新马科技自设立起便无实际运营，公司决定对其注销。湖南

新马科技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完成注销。 根据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情况
证明及工商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湖南新马科技注销前未有重大违法违规处
罚记录。

（6）埃塞俄比亚新马制衣
埃塞俄比亚新马制衣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9 日， 注册资本 34,812,000 埃

塞俄比亚比尔 ， 股东构成为 ： 新马服装持股 99.99% ，Mr.� Nadugala�
Siriwardenage�Bharatha�Renuka 持股 0.01%。埃塞俄比亚新马制衣成立以来，因
经营情况不佳未达预期，公司决定对其注销。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书，埃塞俄比
亚新马制衣注销手续符合注册地法律法规；截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埃塞俄
比亚新马制衣股东所持其股权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
到第三方限制的情形；埃塞俄比亚新马制衣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完成注销。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
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 5,55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将视市场情况及询价结果而确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按照项目实施的轻重缓急顺序，

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面料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嵊州） 面料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13, 416.52 6, 000.00

2 面料技术改造及扩能建设
项目（越南）

嵊州盛泰针织有限公司增资盛泰
纺织（越南）股份有限公司面料
技术改造及扩能建设项目

9, 910.62 9, 800.00

3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生
产线技术改造升级建设项
目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生产线技
术改造升级建设项目 6, 331.10 3, 000.00

4 盛泰集团智能制造系统建
设项目

新马（安徽）制衣有限公司智能
制造系统建设项目 1, 154.32 800.00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智能制造
系统建设项目 1, 529.58 600.00

河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智能制造
系统建设项目 2, 223.00 2, 000.00

5 河南织造及成衣生产中心
建设项目

织造及成衣生产中心 （成衣）建
设项目 9, 835.00 5, 000.00

织造及成衣生产中心 （织造）建
设项目 6, 769.00 3, 000.00

6 补充营运资金 补充营运资金 20, 000.00 16, 071.59
合计 71, 169.14 46, 271.5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若实际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少于上述项目所需资金总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银行贷
款、自有资金等方式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超出上述项目计划投入金额，则超
出部分资金将用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扩大生产能力、改造提升公司生

产水平，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增强公司研发实力，拓广公司营销能力，进一步
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为公司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提高品牌影响力，成为一
家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棉纺行业领先者打下坚实基础。

（二）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资本实力将得到增强，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度提升，同

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公司自有的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
均得到有效提升。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因此，
公司在发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将有所下降，但长期来看公司的整体盈利将有进
一步提升。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提

示”。
二、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对公司业务、未来发

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包括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银行
授信合同、采购合同、销售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关联方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

司、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
仲裁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1、发行人：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磊
住所：浙江省嵊州经济开发区城东区
电话：0575-83262926
传真：0575-83262902
联系人：张鸿斌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21-20262396
传真：021-20262344
保荐代表人：欧阳颢頔、秦成栋
项目协办人：李昶
经办人：申豪、赵炜华、山川、王之通
3、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颜羽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电话：010-66413377、021-60452660
传真：010-66412855
经办律师：傅扬远、魏曦
4、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验资复核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021-68406115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双、沈重、杨颖
5、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杨志国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电话：0574-87269390
传真：0574-87269396
经办注册会计师：罗国芳、屠朝辉
6、资产评估机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赵宇
住所：嘉定区南翔镇真南路 4980 号
电话：021-63788398
传真：021-63767768
经办资产评估师：裴俊伟、李璇（已离职）
7、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户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电话：021-58708888
传真：021-58899400
9、拟申请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4868
二、与发行上市相关的关键时间点

发行安排 日 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 9 月 16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 9 月 23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1年 9 月 24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1年 9 月 28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以前往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

所查阅，查阅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0-4:30，同时也可
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查阅招股意向书全文及附件。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