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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公司在所处行业的地位
在全球染料行业中，中国占据了重要地位。 目前，发达国家逐步退出基础染料合成业务，依靠采购中

国等地的滤饼及染料成品，或进一步加工为高附加值商品化染料，或提供高附加值的一揽子印染技术服
务。中国不但成为了主要的染料产品出口国，还凭借内需市场的庞大基数成为全球主要的染料消费国家。

国内染料生产以分散染料、活性染料为主，酸性染料、还原染料等为辅。分散染料市场集中度高，呈现
寡头竞争的局面，头部企业拥有极高的行业定价权。由于分散染料品种较多，下游对不同品种的需求量差
异较大，目前，分散染料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生产常规中低端分散染料，其产量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企业凭借规模优势、产业链经营等方式具备较强竞争力。

随着全球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市场对纺织品多样性的需求日益加强，下游印染及纺织业对环保、高牢
度的中高端分散染料需求不断上升。 公司抓住行业趋势，在中高端分散染料领域不断发力。

涤纶的印染加工由于具有染色方式多，与其他纤维混纺等特点，对分散染料及其应用技术的要求较
高，多年来中高端分散染料市场被昂高、亨斯迈等国际企业占据。 目前在中高端涤纶分散染料的市场，公
司的产品及应用服务能够与国际领先企业竞争。公司的中高端分散染料产品具备环保、高牢度、色谱齐全
的优势，能够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同时，公司通过定制化染料服务，结合应用技术服务，能够为客户定
制差异化的产品并解决应用技术难题，满足了客户的多样性需求，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2、公司主要竞争对手
（1）国内主要竞争对手
1）浙江龙盛
浙江龙盛的化工业务为以染料、助剂为主的纺织用化学品业务和染料中间体业务，其制造业务主要

为特殊化学品业务。 浙江龙盛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染料制造企业。 浙江龙盛2020年实现染料产量20.72万
吨，染料收入80.86亿元。

2）闰土股份
闰土股份主要从事纺织染料、印染助剂和化工原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专业生产和经营分

散、活性、直接、混纺、阳离子、还原等系列染料及化工中间体、纺织印染助剂、保险粉、硫酸、氯碱的大型股
份制企业。 闰土股份2020年实现染料产量15.62万吨，染料收入39.80亿元。

3）吉华集团
吉华集团主要产业有染料、染料中间体。 吉华集团以生产销售分散染料为主，同时生产其他染料（活

性、酸性、直接、硫化等系列）。 吉华集团已在全国所有印染产业集中区域设立了多个销售网点，直接面向
各地印染企业客户。 吉华集团2020年实现染料产量6.44万吨，染料及中间体收入15.75亿元。

4）安诺其
安诺其致力于中高端差异化染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主导产品是纺织用染料和助剂。安诺其拥有

分散染料、活性染料、酸性染料、毛用染料、锦纶染料、助剂等品牌系列。 安诺其2020年实现染料产量2.14
万吨，染料收入8.40亿元。

5）锦鸡股份
锦鸡股份主营业务为染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活性染料，用于纺织品的染色和印花。 经

过多年的持续建设和投资，锦鸡股份在染料产业不断进行横向和纵向拓展，正在建设环保型高档分散染
料项目。 锦鸡股份2020年实现染料产量3.52万吨，染料收入7.54亿元。

（2）国外主要竞争对手
1）昂高
昂高（Archroma）是色彩及特种化学品领域的全球性企业，致力于世界级质量的印染解决方案。 昂

高在全球35个国家开展业务，通过其三大业务部门，即纺织特种化学品、造纸解决方案和乳液产品业务部
门，提供专业性能以及色彩解决方案，满足各地市场的客户需求。

2）亨斯迈
亨斯迈（Hunts man� Interna t iona l）于2017年登陆纽交所，是全球化的差异化和特种化学品制造与

销售商。 公司2020年收入超过60亿美元。 亨斯迈目前生产较为广泛的化工产品，并不以染料作为主营业
务。 2020年，亨斯迈纺织品试剂和染料收入为5.97亿美元。

五、本公司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1、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16, 970.54 13, 304.70 78.40%

通用设备 335.09 99.72 29.76%

专用设备 19, 545.73 10, 039.11 51.36%

运输工具 849.68 83.67 9.85%

合计 37, 701.03 23, 527.19 62.40%

注：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成新率较高，系福莱蒽特科技的固定资产原值以坤元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经评估
的固定资产净值为依据入账所致。

2、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原值 成新率

1 污水处理装置 1 4, 198.92 49.78%

2 喷雾干燥塔 6 1, 003.67 67.45%

3 污水收集池及泵房 1 979.02 72.00%

4 压滤机 34 768.17 42.05%

5 变配电工程 6 675.71 55.93%

6 反应锅 85 665.65 11.18%

7 反应釜 104 659.8 50.82%

8 生化组合池 1 642.75 72.96%

9 喷塔 4 483.76 21.64%

10 砂磨锅 104 469.29 42.36%

11 储罐 62 410.41 40.35%

12 标化釜 35 278.32 66.50%

13 制冰系统 1 256.64 88.92%

14 冷冻系统 2 229.55 5.00%

15 污水处理设备 2 169.26 17.58%

16 打浆锅 35 111.09 26.12%

17 二合一抽滤机 8 107.92 50.23%

18 压缩机 7 102.27 62.42%

注：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成新率较高，系福莱蒽特科技的固定资产原值以坤元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经评估
的固定资产净值为依据入账所致。

3、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不动产权证的房屋建筑物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权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m2） 用途 取得方式

1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86809号 杭州钱塘新区经五路1919号 8, 501.80 非住宅 原始取得

2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86805号 杭州钱塘新区经五路1919号 7, 813.42 非住宅 原始取得

3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86792号 杭州钱塘新区经五路1919号 5, 019.96 非住宅 原始取得

4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3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2单元501室 105.51 住宅 继受取得

5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2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2单元601室 105.51 住宅 继受取得

6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4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2单元401室 105.51 住宅 继受取得

7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6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2单元201室 105.51 住宅 继受取得

8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40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1单元601室 105.40 住宅 继受取得

9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5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2单元301室 105.51 住宅 继受取得

10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9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1单元501室 105.40 住宅 继受取得

11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8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2单元102室 105.40 住宅 继受取得

12 福莱蒽特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2837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44幢2单元101室 105.51 住宅 继受取得

13 福莱蒽特科技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064255号 经四路1788号 26, 986.42 非住宅 继受取得

14 福莱蒽特科技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
权第0160040号 杭州钱塘新区经四路1788号 8, 167.55 非住宅 自建

15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房权证 下营 字 第
026709号

昌邑市滨海（下营）经济开发
区滨海大道7号1幢2幢 2, 079.36 工业 原始取得

16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房权证 下营 字 第
026072号

昌邑市滨海（下营）经济开发
区滨海大道7号3幢4幢5幢 2, 699.56 工业 原始取得

17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房权证 下营 字 第
026073号

昌邑市滨海（下营）经济开发
区滨海大道7号6幢7幢8幢 3, 028.65 工业 原始取得

18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房权证 下营 字 第
026074号

昌邑市滨海（下营）经济开发
区滨海大道7号9幢10幢11幢 2, 143.15 工业 原始取得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情况
（1）公司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动产证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动产证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座落 土地/不动产权证号 使用权
类型

土地
用途

使用权面积
（m2） 终止日期

1 福莱蒽特 杭州钱塘新区经五
路1919号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86792号 出让 工业用地 10, 000.00 2058.11.03

2 福莱蒽特 杭州钱塘新区经五
路1919号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86809号 出让 工业用地 13, 333.00 2058.11.26

3 福莱蒽特 杭州钱塘新区经五
路1919号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86805号 出让 工业用地 12, 159.00 2060.11.30

4 福莱蒽特 杭州钱塘新区经五
路1919号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86858号 出让 工业用地 26, 072.00 2056.8.2

5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1单元5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9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6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2单元6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2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7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2单元1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7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8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2单元102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8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9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2单元2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6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10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2单元3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5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11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2单元4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4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12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2单元5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33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13 福莱蒽特 临江街道临江佳苑
44幢1单元601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2840号 出让 住宅用地 18.50 2086.5.10

14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市沿海经济开
发区

昌国用（2014）第780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77, 540.90 2060.11.29

15 福莱蒽特科技 经四路1788号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064255号 出让 工业用地 69, 586.00 2055.12.14

/2057.12.27[注]

16 福莱蒽特科技 杭州钱塘新区经四
路1788号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160040号 出让 工业用地 19, 566.00 2064.08.11

17 福莱蒽特新材
料

杭州钱塘新区经四
路以东

浙（2020）杭州市不
动产权第0198823号 出让 工业用地 16, 844.00 2070.06.24

18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市滨海 （下
营） 开发区安利兴
大道以西、 滨海路
以北

鲁（2020）昌邑市不
动产权第0008548号 出让 工业用地 8, 988.00 2070.08.25

19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市滨海 （下
营） 开发区安利兴
大道以西、 滨海路
以北

鲁（2020）昌邑市不
动产权第0008551号 出让 工业用地 5, 918.00 2070.08.25

20 昌邑福莱蒽特
昌邑市滨海 （下
营） 开发区安利兴
大道以西、 滨海路
以北

鲁（2020）昌邑市不
动产权第0008545号 出让 工业用地 1, 946.00 2070.08.25

注：49, 586.00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至2055年12月14日，20, 0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至2057年12月27日
2、商标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商标情况如下：
（1） 境内商标权

注：除注册号为39664022及13509895的两个注册商标被第三方提起无效宣告申请外，上述商标无被终止、被
宣布无效以及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形。

（2）境外商标权

注：公司拥有的境外注册商标申请自中国台湾
3、专利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专利如下：
（1） 境内专利权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
申请日 专利类型 取得方

式
发明人/转

让方

1 201110285356.0
一种不对称型苯并二呋
喃酮类化合物的合成方
法

福莱蒽特 2011.09.23 发明 申请
李百春、刘
武松、贾建

洪

2 201210376018.2
含邻苯二甲酰亚胺结构
的偶合组分及分散染料
的化学合成方法

福莱蒽特 2012.09.2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贾
建洪

3 201210434789.2 一种复合宝蓝分散染料 福莱蒽特 2012.11.0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贾
建洪

4 201310358812.9 一种分散黑偶氮染料混
合物 福莱蒽特 2013.08.16 发明 申请 李百春、陈

望全

5 201310391325.2 一种高水洗牢度分散黄
棕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3.09.0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6 201310393549.7 一种高水洗牢度分散深
蓝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3.09.0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7 201310393576.4 一种高水洗牢度分散红
玉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3.09.0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8 201310418731.3 制备分散染料的研磨偶
合方法 福莱蒽特 2013.09.13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9 201320007765.9 一种全自动集散控制的
染料拼色系统 福莱蒽特 2013.01.07 实用新型 申请 李百春、陈

望全

10 201410041875.6 一种分散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4.01.2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11 201410041894.9 一种超细纤维用分散深
蓝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4.01.2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12 201410118133.9
分散偶氮染料组合物、染
料制品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福莱蒽特 2014.03.26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13 201410659122.1
一种高水洗牢度和升华
牢度的红色分散染料及
其制备方法

福莱蒽特 2014.11.1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陈
望全、贺建

斌

14 201410659443.1
一种高水洗牢度和升华
牢度的宝蓝分散染料及
其制备方法

福莱蒽特 2014.11.18 发明 受让 李百春

15 201410660350.0
一种高水洗牢度和升华
牢度的紫色分散染料及
其制备方法

福莱蒽特 2014.11.18 发明 受让 李百春

16 201510211797.4 一种黄棕色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4.29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17 201510465300.1 一种高上色率分散黑染
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7.31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18 201510465314.3 一种高染色牢度的分散
黑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7.31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19 201510466670.7 一种高染色牢度的分散
宝蓝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7.31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20 201510466746.6 一种上色率高的分散黑
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7.31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21 201510466761.0 一种分散深蓝染料组合
物 福莱蒽特 2015.07.31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22 201510520476.2 一种高上色率的深蓝至
黑色分散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8.24 发明 申请 李百春、陈

望全

23 201510522227.7 一种深蓝至黑色分散染
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8.24 发明 申请 李百春、陈

望全

24 201510522358.5 一种深蓝至黑色分散染
料混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8.24 发明 申请 李百春、陈

望全

25 201510522385.2 一种高上色率的深蓝至
黑色分散染料混合物 福莱蒽特 2015.08.24 发明 申请 李百春、陈

望全

26 201710301115.8 一种高染色牢度的分散
深蓝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7.05.0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27 201710765664.0 一种兰色偶氮染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福莱蒽特 2017.08.30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28 201710863576.4 一种高牢度分散黑色染
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7.09.2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29 201410041902.X 一种超细纤维用分散黑
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特 2014.01.2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30 201410660765.8
高水洗牢度和升华牢度
的分散绿光蓝染料及其
制备方法

昌邑福莱蒽特 2014.11.1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31 201410547238.6 DOP酯化反应系统及生
产工艺 福莱蒽特科技 2014.10.16 发明 受让 宇田

科技

32 201410548349.9
邻甲氧基-间乙酰氨基
-N，N-二烯丙基苯胺生
产方法

福莱蒽特科技 2014.10.16 发明 受让 宇田
科技

33 201420598103.8 DOTP酯化加压反应系
统 福莱蒽特科技 2014.10.16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34 201420598196.4 排气装置 福莱蒽特科技 2014.10.16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35 201510800443.3 超细纤维高日晒牢度染
料及其制备方法 福莱蒽特科技 2015.11.19 发明 受让 宇田

科技

36 201520035858.1 综合反应釜 福莱蒽特科技 2015.01.20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37 201520035879.3 二合一反应釜 福莱蒽特科技 2015.01.20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38 201520035990.2 紧密三合一反应釜 福莱蒽特科技 2015.01.20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39 201520036151.2 三合一反应釜 福莱蒽特科技 2015.01.20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40 201520036752.3 反应釜的搅拌组件 福莱蒽特科技 2015.01.20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41 201520045499.8 带有灵活性强的输送结
构的冰库 福莱蒽特科技 2015.01.22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42 201420597949.X 一种DOP酯化反应系统 福莱蒽特科技 2014.10.16 实用新型 受让 宇田
科技

注：以上1-13及16-30项最右列披露为发明人，系发行人员工；14、15项及31-42项最右列披露为转让方。
除上述外，福莱蒽特于2021年新获取了2项发明专利，分别为“一种大红色荧光染料及其应用”（专

利号：202010490420.8）和“一种分散兰染料及其用途”（专利号：201910737952.4）。
（2）境外专利权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
人 权利期限 专利

类型
取得方
式 发明人

1 I564347 高上色率的深蓝至黑色分散染料
组合物

福莱蒽
特

2017.01.01-
2036.01.2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陈望全

2 I564348 深蓝至黑色分散染料混合物 福莱蒽
特

2017.01.01-
2036.01.28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陈望全

3 I595053 一种高上色率的深蓝至黑色分散
染料混合物

福莱蒽
特

2017.08.11-
2036.02.0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陈望全

4 I596163 一种高染色牢度的复合分散黑染
料

福莱蒽
特

2017.08.11-
2036.02.02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5 I682005 高牢度分散黑色染料组合物 福莱蒽
特

2020.01.11-
2038.02.07 发明 申请 李百春

注：公司5项境外专利权申请地区为中国台湾
（三）租赁资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租赁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方 租赁方 座落 租金 面积（m2） 用途 合同有效期

1
上海南勤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

福莱蒽特 南勤集团南勤公寓A
楼第4层房间共39间

28.548万元/
年 - 员工

宿舍
2020.07.11
-2021.07.10

[注1]

2 孙莉、陈淑全 福莱蒽特
萧山区市心北路72
号 天 辰 国 际 大 厦
5-1702/5-1704室

54.10 万元 /
年 673.87 办公 2020.03.06

-2022.03.05

3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
聚区碧玉仓储服务
部

福莱蒽特
萧山区临江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农一农
二总厂E27号

76.61 万元 /
半年 4, 520.00 仓储

2021.03.07
-2021.09.06

[注2]

4 闵王星 福莱蒽特 钱塘新区临江街道
临江佳苑12-2-501 2.00万元/年 105.25 员工

宿舍
2020.12.12
-2021.12.11

注1：发行人已签约续租合同，租赁期限为2021年7月11日至2022年7月10日；
注2：发行人到期后不再续租该处房产。
（四）资质、认证、许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主要资质、认证及许可如下：

序号 资质、认证名称 颁发/认证机构 持有人 证书编号 有效
期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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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莱蒽特 GR202033000114 2023.12

2 瑞士蓝标认证 Blues ig n� Technolog ies �
AG 福莱蒽特 - -

3 实验室认可证书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 福莱蒽特 CNAS�L12389 2025.07

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福莱蒽特 00119E31572R2M/3300 2022.05

5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福莱蒽特 00120S31017R1M/3300 2023.05

6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福莱蒽特 00119Q34168R2M/3300 2022.05

7 安全生产许可证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福莱蒽特 （ZJ）WH 安 许 证 字 [2018]

-A-2283 2021.08

8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杭州海关 福莱蒽特 3316960603 长期

9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杭州海关 福莱蒽特贸易 33169667BW 长期

10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杭州大江东） 福莱蒽特 03447173 长期

11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杭州大江东） 福莱蒽特贸易 03447178 长期

12 取水许可证 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
会 福莱蒽特科技 （钱塘水政）字 [2020]第00201

号 2025.04

13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 福莱蒽特 杭 AQBWH�III�201900795 2022.10

14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 福莱蒽特 330110312 2024.05

15 排污许可证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福莱蒽特 913301007042858760001V 2023.08

16 排污许可证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福莱蒽特科技 91330100MA2CGF2F5A001V 2023.08

注：因公司生产工艺改进，取消危化品回收，经申请，到期后无需续办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本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专业从事分散染料及其滤饼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控股股东为福莱蒽特控股，实际控制人为

李百春和李春卫。 福莱蒽特控股主要从事实业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除福莱蒽特及2020年12月全资设立的福莱蒽特材料科学外，福莱

蒽特控股未控制其他主体，上述主体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情况参见“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八、发起人、持股5%

以上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之“（三）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上述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主体均未从事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近亲属对外投资企业经营相同业务的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百春与李春卫的近亲属中， 不存在对外投资企业与发行人经营相同业务的情

况，与发行人不构成同业竞争。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福莱蒽特控股、 实际控制人李百春和李春卫姐弟已出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中，不存在从事与发行人和控股子

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发行人和控股子公司现

有相同或相似业务。
3、若发行人和控股子公司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

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发行人和控股子公司新的业务领域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活动。
4、如若本公司/本人控制的法人出现与发行人和控股子公司有直接竞争的经营业务情况时，发行人

和控股子公司有权以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发行人和控股子公司经营。
5、本公司/本人承诺不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发行人和控

股子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
如本公司/本人及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

害的，本公司/本人同意向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是否主营
业务相关

2020年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比例

浙江长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是 640.53 0.94%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协会费 是 0.80 0.00%

合计 641.33 0.94%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是否主营
业务相关

2019年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比例

浙江长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是 1, 210.06 1.80%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分散染料 是 274.12 0.41%

北京华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展会费 是 4.57 0.01%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服务费 是 0.94 0.00%

合计 1, 489.70 2.22%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是否主营
业务相关

2018年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比例

申航新材料 原材料、分散染料 是 64.43 0.16%

大恒新材料 原材料、分散染料 是 11.91 0.03%

合计 76.34 0.19%

注：浙江长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2019年12月股改时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丁成荣担任独立董事的主体，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公司2019年12月股改时选举产生的
独立董事田利明兼职分别担任独立董事、董事兼总经理、副会长的主体，因此上述事项发生12个月内也比照关联
方，并披露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76.34万元、1, 489.70万元和641.33万元，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分别为0.19%、2.22%和0.94%。

报告期内关联采购系根据公司业务客观需要发生，交易定价与公司向非关联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基本
一致，作价具有公允性，相关交易的金额和占比均较小，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是否主营
业务相关

2020年

金额 同期收入
占比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否 13.09 0.01%

合计 13.09 0.01%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是否主营
业务相关

2019年

金额 同期收入占比

申航新材料 分散染料 是 1, 245.28 1.13%

大恒新材料 分散染料 是 830.72 0.75%

合计 2, 076.00 1.88%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是否主营
业务相关

2018年

金额 同期收入占比

申航新材料 分散染料 是 24.92 0.03%

大恒新材料 分散染料 是 86.92 0.12%

TFC 分散染料 是 175.13 0.24%

合计 286.96 0.39%

注：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2019年12月股改时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田利明兼职自2020年5月11日
起担任独立董事的主体，因此上述事项发生12个月内也比照关联方，并披露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286.96万元、2, 076.00万元和13.09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0.39%、1.88%和0.01%，占比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情况如下：
（1）大恒新材料、申航新材料为染料加工企业，报告期内主要向公司采购分散染料滤饼，后处理加工

成商品化染料后对外销售；（2）TFC为染料贸易企业，2018年向公司采购分散染料用于对外销售；（3）百
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颜料化工企业，2020年从公司采购少量原材料用于生产使用。

公司关联销售交易定价与公司向非关联方的销售定价基本一致， 相关交易的总体金额和占比均较
小，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3）支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人员薪酬 465.96 454.91 527.01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保持相对稳定，2019年公司对主要人员实施股权激励，
确认股份支付金额4, 119.01万元。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福莱蒽特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
1）2017年11月28日，李百春、龚帅和宝丽凯科技分别与南京银行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签订编

号为Ec1048011711270728、Ec1048011711270729和Ec1048011711270730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
定李百春、 龚帅和宝丽凯科技为发行人与南京银行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A04048011711270234的《最高债权额合同》及该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协议及申请书的履行提供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期间为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11月27日，保证期间为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4, 000万
元。

2）2018年11月5日， 宝丽凯科技与中国银行杭州大江东支行签订编号为大江东2018人保012号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宝丽凯科技为发行人与中国银行杭州大江东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8总协议
004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自《授信业务总协议》生效
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业务合作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金额为12,
870.00万元。

3）2018年11月5日，李百春、龚帅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江东支行签订编号为大江东2018
人个保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百春、龚帅为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大江东支行
签订的编号为2018总协议004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
自《授信业务总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业务合作期限届满之日，担保债权之
最高本金余额为17, 000万元。

4）2018年11月7日，李百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编号为07100KB20189735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百春为发行人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自2018年11月7日至2020年11
月7日发生的最高债权限额为5, 000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2018年11月19日，福莱蒽特控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标号为2018年授保字第
097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福莱蒽特控股为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的
编号为2018年授字第097号的《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自《最高额不可
撤销担保书》生效之日至《授信协议》项下债务到期日后三年。

6）2018年12月18日， 李百春及福莱蒽特控股分别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签订编号为Ec158151812180366及Ec158151812180367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发行人与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支行自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2月17日期间产生的最高额不超过
4, 000万元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自发行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7）2019年11月15日， 李百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钱塘新区支行签订编号为19NRB084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百春为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钱塘新区支行签订的编号
为19NRSX036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自《授信业务总协
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业务合作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
额为6, 000万元。

8）2020 年 4 月 29 日 ， 福莱蒽特控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编号为
571XY202001166602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福莱蒽特控股为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签订的编号为571XY2020011666号的《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以及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原签订的编号为2018年授字第097号的《授信协议》项下的尚未清偿余额部分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自《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生效之日至《授信协议》项下债务到期日后三
年。

9）2020 年 4 月 29 日 ， 福莱蒽特控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编号为
571XY202001166704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福莱蒽特控股为福莱蒽特贸易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的编号为571XY2020011667号的《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间自《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生效之日至《授信协议》项下债务到期日后三年。

10）2020年5月19日， 李百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钱塘新区支行签订编号为20NRB051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百春为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钱塘新区支行签订的编号
为20NRSX013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自《授信业务总协议》
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业务合作期限届满之日，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6, 000万元。

11）2020年12月1日， 李百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钱塘新区支行签订编号为20NRB136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百春为发行人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钱塘新区支行签订的编号
为20NRSX030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自《授信业务总协
议》 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业务合作期限届满之日，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10, 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2）关联方资金拆借
1）报告期内，发行人占用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入

拆入日期

归还

归还日期

结算资金占用费[注1]
资金拆借的
原因和使用

情况
金额 金额 2018 2019 2020

年度 年度 年度

李春卫

598.86 2017-1-19 598.86 2018-6-7
12.18

- - 代发工资
[注2]

422.38 2018-2-19

569.02 2019-12-27

17.13 19.58 - 代发工资

45.4 2018-2-27 1.79 2.1 - 代发工资

52.31 2018-5-31 1.44 2.42 - 代发工资

48.93 2018-11-30 0.2 2.27 - 代发工资

小计 1, 167.88 1, 167.88 32.74 26.37 -

宁波百灵

3, 400.00 2018-1-29

645 2018-3-22

32.72 -

-

临时性资金
周转

1, 355.00 2018-3-22 -

24 2018-4-12 -

1, 276.00 2018-6-5 -

100 2018-6-5 -

7, 500.00 2018-12-7

37 2019-1-14

21.75 98.8

-

重整投资资
金暂借款

1, 300.00 2019-1-18 -

700 2019-1-28 -

63 2019-1-31 -

59 2019-4-15 -

150 2019-5-21 -

3, 350.00 2019-5-21 -

1, 841.00 2019-5-28 -

小计 10, 900.00 10, 900.00 54.47 98.8 -

宇田科技 219.52 2019-1-28 219.52 2019-12-20 - 9.25 -
代付福莱蒽
特科技2018
年12月工资

小计 219.52 2019-1-28 219.52 - 9.25 -

注1：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结算资金占用费
注2：该笔资金占用分别于2017年度和2018年度结算资金占用费26.67万元和12.18万元
2）报告期内，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拆出

拆出日期

收回 收回 结算资金占用费[注1]
资金拆借的
原因和使用

情况
金额 金额 日期 2018 2019 2020

年度 年度 年度

李春卫

30.64 2017-8-2

157.55 2019-12-27

1.44
1.42 -

代收公司借
款回款形成
的利息

[注2]

80 2018-3-30 2.84 3.71 -

46.9 2018-8-17 0.82 2.17 -

小 计 157.55 157.55 5.1 7.3 -

福莱蒽特控股 3, 000.00 2018-12-3 3, 000.00 2018-12-4 - - - 临时性资金
周转

小 计 3, 000.00 3, 000.00 - - -

注1：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结算资金占用费
注2：该笔资金占用分别于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结算资金占用费0.60万元、1.44万元和1.42万元
3）报告期内因转贷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转出金额 转出日期 转回金额 转回日期

宝丽凯科技 2, 500.00 2018/1/24

1, 000.00 2018/1/24

1, 000.00 2018/1/25

500.00 2018/1/26

福莱蒽特控股
2, 000.00 2018/11/26 2, 000.00 2018/11/27

1, 000.00 2018/11/29 1, 000.00 2018/11/30

除与关联方因转贷发生资金往来以外，报告期内，公司其他转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与公司关系 转出金额 转出日期 转回金额 转回日期

浙江洪翔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供应商 950.00 2018/8/29 950.00 2018/8/30

公司通过受托支付将银行贷款转给客户、供应商或关联方，对方收到贷款后并未使用，一般于当日或
次日转回，个别因银行结算受理时间等原因会推迟几日转回，最迟为5天。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客户、供应商或关联方进行贷款周转的情形存在偶发性，且发生频率低，过渡时
间短，主要系公司为解决临时性资金需求，不通过体外资金循环粉饰业绩。

报告期各期，公司贷款周转累计发生额占期末净资产和全年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2018年度发生额

转贷资金合计 6, 450.00

期末净资产 49, 566.14

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13.01%

营业收入 73, 647.70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76%

报告期内转贷发生的频次较少，公司在报告期内对转贷情况持续进行整改，转贷金额占期末净资产
以及营业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自2019年起已不存在转贷的情况。

2019年12月股份改制前发行人对关联方资金拆借进行清理，改制后建立了规范的治理结构，未再与
关联方发生资金拆借，2019年末不存在关联方资金拆借往来余额。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追溯审议，并由独立董事审核确认。
（3）报告期末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1）应收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不存在应收关联方款项。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应付账款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 1.25 -

浙江长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8.62 0.09 -

大恒新材料 - - 13.82

合计 248.62 1.34 13.82

其他应付款

关联方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宁波百灵 - - 7, 520.10

李春卫 - - 465.19

杭州维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 91.20

合计 - - 8, 076.49

（4）关联资产交易
2018年5月， 李百春将其持有的专利证号为ZL201410659443.1及ZL201410660350.0的两项发明专

利所有权无偿转让给公司。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固定资产交易或股权交易情形。
七、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提名人 董事任期

1 李百春 董事长 福莱蒽特控股 2019/12/9-2022/12/8

2 李春卫 副董事长 福莱蒽特控股 2019/12/9-2022/12/8

3 笪良宽 董事 宁波百灵 2019/12/9-2022/12/8

4 任鹏飞 董事 灵源投资 2019/12/9-2022/12/8

5 高晓丽 董事 宁波百灵 2019/12/9-2022/12/8

6 俞汉杰 董事 维雨投资 2019/12/9-2022/12/8

7 田利明 独立董事 李百春 2019/12/9-2022/12/8

8 朱 炜 独立董事 李百春 2020/2/20-2022/12/8

9 朱小慧 独立董事 李春卫 2019/12/9-2022/12/8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提名方 监事任期

1 姬自平 监事会主席 福莱蒽特控股 2019/12/9-2022/12/8

2 李纪刚 监事 福莱蒽特控股 2019/12/9-2022/12/8

3 杨凤梅 职工监事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2019/12/9-2022/12/8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1 李百春 总经理 2019/12/9-2022/12/8

2 李春卫 常务副总经理 2019/12/9-2022/12/8

3 陈望全 副总经理 2019/12/9-2022/12/8

4 笪良宽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019/12/9-2022/12/8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1 李百春 董事长、总经理兼研发总监

2 黄裕丰 研发工程师

3 钱军良 研发工程师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亲属关系 持股情况

1 李百春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李春卫之弟， 任鹏飞之表哥，李
纪刚之堂哥，李立忠之子，李乐
忠之侄，赵国忠之外甥

李百春直接持有公司14.67%的股份， 通过
持有福莱蒽特控股8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
司31.17%股份，通过持有宁波百灵80%的出
资额间接持有公司11%的股份，通过持有灵
源投资 38.34% 的出资额间接持有公司
3.07%的股份。 综上， 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
公司59.91%的股份。

2 李春卫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李百春之姐， 任鹏飞之表姐，李
纪刚之堂姐，李立忠之女，李乐
忠之侄女，赵国忠之外甥女

李春卫直接持有公司3.67%的股份， 通过持
有福莱蒽特控股2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7.79%股份， 通过持有宁波百灵20%的出资
额间接持有公司2.75%的股份。 综上， 直接
或间接合计持有公司14.21%的股份。

3 笪良宽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11.46%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92%的股份

4 任鹏飞 董事、市场营销管理中心总监 李百春、李春卫之表弟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11.46%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92%的股份

5 高晓丽 董事、行政管理中心总监 -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11.46%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92%的股份

6 俞汉杰 董事 - -

7 田利明 独立董事 - -

8 朱 炜 独立董事 - -

9 朱小慧 独立董事 - -

10 姬自平 监事会主席 -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0.34%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03%的股份

11 李纪刚 监事 李百春、李春卫之堂弟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0.34%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03%的股份

12 杨凤梅 职工监事 -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0.34%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03%的股份

13 陈望全 副总经理 -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11.46%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92%的股份

14 黄裕丰 核心技术人员 -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0.34%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03%的股份

15 钱军良 核心技术人员 - 通过持有灵源投资0.34%的出资额间接持
有公司0.03%的股份

除上述外，李百春和李春卫姐弟之父李立忠持有灵源投资11.46%的出资份额；李百春和李春卫姐弟
之舅舅赵国忠、叔叔李乐忠分别持有灵源投资0.34%的出资份额。

其他关联关系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九、公司股本情况” 之“（六）本次
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

截至2021年3月31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在子公司任职及其他对外兼
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
任职情况 其他任职单位 职务 兼职单位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1 李百春 董事长、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福莱蒽特控股 董事长 控股股东

福莱蒽特材料科学 董事长 控股股东子公司

福莱蒽特科技 总经理 子公司

福莱蒽特贸易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子公司

昌邑福莱蒽特 总经理 子公司

福莱蒽特新材料 总经理 子公司

宁波百灵 执行事务合伙人 股东

2 李春卫 副董事长、常务副
总经理

福莱蒽特控股 副董事长 控股股东

福莱蒽特材料科学 董事 控股股东子公司

宝丽凯科技 监事 公司实际控制人
父亲控制的公司

福莱蒽特新材料 监事 子公司

福莱蒽特香港 董事 子公司

3 笪良宽
董事、财务总监、董

事会
秘书

福莱蒽特贸易 监事 子公司

上海钱江中华啤酒有限公司 董事 -

4 任鹏飞 董事、市场营销管
理中心总监

灵源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股东

昌邑福莱蒽特 监事 子公司

5 高晓丽 董事、行政管理中
心总监 - - -

6 俞汉杰 董事

浙江中融正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项目总监 间接股东

杭州中阳融正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

杭州瓜伊拉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

深圳尚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

杭州融信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总经理 -

松冈机电（中国）
有限公司 董事 -

深圳锦峰集团有限
公司 董事 -

松冈科技（浙江）
有限公司 监事 -

杭州晶云科技有限
公司 监事 -

杭州双得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监事 -

7 田利明 独立董事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副会长 -

亚洲染料工业联合会 秘书长 -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江苏亚邦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北京华染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浙江劲光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

楚源高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河北捷虹颜料化工
有限公司 监事 -

8 朱 炜 独立董事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浙江振有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上海伊禾农产品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9 朱小慧 独立董事 杭州锦港化工有限
公司 财务总监 -

10 姬自平 监事会主席 - - -

11 李纪刚 监事 - - -

12 杨凤梅 职工监事 - - -

13 陈望全 副总经理 - - -

14 黄裕丰 核心技术
人员 - - -

15 钱军良 核心技术
人员 - - -

公司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提供的薪酬形式包括工资、奖金、独立董事津贴等。
公司向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支付的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2020年薪酬（万元） 是否在公司
领薪

李百春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100.61 是

李春卫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80.61 是

笪良宽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47.22 是

任鹏飞 董事、市场营销管理中心
总监 49.13 是

高晓丽 董事、行政管理中心总监 49.67 是

俞汉杰 董事 - 否

田利明 独立董事 6.00 是

丁成荣 独立董事（已离职） 0.83 是

朱 炜 独立董事 6.00 是

朱小慧 独立董事 6.00 是

姬自平 监事会主席 23.42 是

李纪刚 监事 27.25 是

杨凤梅 职工监事 37.94 是

陈望全 副总经理 50.12 是

黄裕丰 核心技术人员 26.95 是

钱军良 核心技术人员 28.65 是

注：本届董事会自2019年12月至2022年12月；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6万元/年。
公司独立董事丁成荣因个人原因于2020年2月离职， 朱炜于2020年2月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
八、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李百春及李春卫姐弟分别直接持有公司14.67%和3.67%的股权，

并通过福莱蒽特控股和宁波百灵间接持有公司38.97%和13.75%的股权。 李百春还通过持有员工持股平
台灵源投资38.34%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3.07%的股权，两人合计持有公司74.12%的股份，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 同时，李百春先生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春卫女士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李百春先生，出生于1976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EMBA在读。 其主要经历
如下：1999年7月至2000年4月，于萧山进出口公司任业务经理；2000年5月至2003年12月，于萧山牡丹化
工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4年1月至2019年12月，任公司总经理；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研发总监，福莱蒽特控股董事长，福莱蒽特材料科学董事长，福莱蒽特科
技总经理，福莱蒽特贸易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福莱蒽特新材料总经理，昌邑福莱蒽特总经理及宁波百灵执
行事务合伙人。

李春卫女士，出生于1974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其主要经历如下：1996年7
月至2000年4月，于吉华集团任质检科科长；2000年5月至2004年6月，于萧山牡丹化工有限公司任总经
理；2004年1月至2019年12月，任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12月至2020年9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
理、天垣投资董事，三垣资产董事。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福莱蒽特控股副董事长，福莱蒽特
材料科学董事，宝丽凯科技监事，福莱蒽特香港董事，福莱蒽特新材料监事。 李春卫女士系李百春之姐。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接C10版）

（下转C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