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552021 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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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4 版）

信息披露费用 521.70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110.09 万元
发行费用总额为 13,022.28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Ningbo�Dechang�Electrical�Machinery�Made�Co.,�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998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裕昌
成立日期：2002 年 1 月 21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17 日
住所：浙江省余姚市凤山街道东郊工业园区永兴东路 18 号
邮政编码：315400
联系电话：0574-6269�9962
传真号码：0574-6269�9972
互联网网址：www.dechang-motor.com
电子信箱：info@dechang-motor.com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是由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企管、江阴毅达、中小基金、钱进 7 名

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召开创立大
会，设立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总股本为 2,000 万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 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A15922 号），2019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 63,171,983.80 元人民币按
约 3.1586:1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折合股份 2,000 万股，每股 1
元， 折股溢价部分 43,171,983.80 元人民币计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 同
时，公司名称变更为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在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编号为
91330281734258668X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的发起人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 认购股份数（万股） 认股比例（%）
1 黄裕昌 728.00 36.40
2 张利英 358.39 17.92
3 黄轼 179.16 8.96
4 昌硕企管 600.00 30.00
5 江阴毅达 67.23 3.36
6 钱进 33.61 1.68
7 中小基金 33.61 1.68

合计 2, 000.00 100.00

上述发起人的具体情况参见本节之“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之“（一）发起人的基本情况”相关内容。

（三）发行人发起设立前，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业务
公司发起人为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企管、江阴毅达、中小基金、钱

进。 其中，黄裕昌、张利英、黄轼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昌硕企管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股东。 昌硕企管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法定代表人黄裕昌，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昌硕企管的主营业务为
工业企业投资。 股份公司设立前，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企管拥有的主要
资产为德昌有限的股权。

（四）发行人设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业务
公司系由德昌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承继了德昌有限的全

部资产和业务。公司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包括经营所需的货币资金、房屋及
建筑物、生产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等经营性资产以及子公司的股权，均为
德昌有限业务经营而形成。 公司设立时主要从事小家电及汽车 EPS 电机的设
计、生产和销售业务。

关于公司资产的具体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
“五、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五）发行人设立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系由德昌有限以其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

合股份、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发起人以
其在德昌有限的权益出资，德昌有限的资产、业务全部进入股份公司，德昌有
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均由股份公司承继。 在股份公司成立之后，主要发起人
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公司与改制前原企业的业务流程之间的联系
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前后公司的业务流程没

有发生变化，公司的业务流程参见“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四、发行人主营业
务的具体情况”相关内容。

（七）发行人成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的关联关系及演变情
况

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独立运行。 报告期内，除股权关
系以及本招股意向书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以外， 公司在生产经营
方面与主要发起人不存在其他的关联交易，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具体情况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七节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八）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公司系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德昌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和

权益由公司承继，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产完整，合法拥有或使用与业务经营有
关的资产。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资产权证和资质证书更名手续均已办理
完毕。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变化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 月 21 日，公司股本形成及变化过程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1、德昌有限设立（2002 年 1 月）
宁波德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德昌有限”）成立于 2002 年 1 月 21

日，系由黄裕昌、张利英两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 德昌有限成立时的注册资
本为 300 万元，其中，黄裕昌持有 180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为 60%；张利英
持有 120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为 40%。 德昌有限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180.00 60.00
2 张利英 120.00 40.00

合计 300.00 100.00

以上出资已经余姚中诚会计师事务所审验确认， 截至 2002 年 1 月 21 日
止，德昌有限（筹）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 万元，出
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2、第一次增资（2007 年 6 月）
2007 年 6 月 18 日，德昌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从 300 万元

增加至 2,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700 万元分别由黄裕昌出资 1,020 万元，张
利英出资 680 万元认购，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上述增资完成后，德昌有限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1, 200.00 60.00
2 张利英 800.00 40.00

合计 2, 000.00 100.00

以上出资已经余姚中诚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截至 2007 年 7 月 2 日止，德
昌有限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700 万元，出资方式均
为货币资金。

3、第一次股权转让（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10 月 18 日， 德昌有限召开股东会， 决议黄裕昌将其持有公司

8.00%的股权按照注册资本转让给黄轼，张利英将其持有公司 12.00%的股权按
照注册资本转让给黄轼。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德昌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1, 040.00 52.00
2 张利英 560.00 28.00
3 黄轼 400.00 20.00

合计 2, 000.00 100.00

注：黄轼系黄裕昌、张利英之子
4、第二次股权转让（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 5 日，德昌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黄裕昌、张利英和黄轼分别

将其持有 30%的公司股权， 即 15.60%、8.40%和 6.00%以非货币出资的方式，出
资设立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德昌有限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728.00 36.40
2 张利英 392.00 19.60
3 黄轼 280.00 14.00
4 昌硕企管 600.00 30.00

合计 2, 000.00 100.00

上述非货币资产出资属于《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 号）关于个税缴纳的相关规定。上述自然人已经取
得个人所得税缓缴备案。

5、第三次股权转让（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 25 日， 德昌有限召开股东会， 决议张利英将其持有公司

1.6807%的股权转让给钱进，黄轼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1.6807%的股权和 3.3613%

的股权转让给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和江阴毅达高新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双方商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59.50 元 / 股。 上述
股权转让完成后，德昌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728.00 36.40
2 张利英 358.39 17.92
3 黄轼 179.16 8.96
4 昌硕企管 600.00 30.00
5 钱进 33.61 1.68
6 中小基金 33.61 1.68
7 江阴毅达 67.23 3.36

合计 2, 000.00 100.00

6、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1 月 30 日，德昌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

审计评估基准日，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银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分别对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

2019年12月16日，德昌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以2019年11月30日经审计
净资产63,171,983.80元人民币按约3.1586:1的比例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折合股份2,000万股，每股1元，折股溢价部分43,171,983.80元人民币计入
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 同时，公司名称变更为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黄裕昌、张利英、黄轼、钱进、昌硕企管、江阴毅达和
中小基金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同意共同发起设立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德昌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章程》、《关于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并选举黄裕
昌、张利英、黄轼和任正华为公司董事，马良华、陈希琴和包建亚为独立董事，
戚盈盈和郑润为公司监事。同日，德昌股份召开首次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
朱巧芬为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并聘任黄裕昌为董事长
兼总经理、聘任齐晓琳为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许海云为财务负责人；召开
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职工代表监事朱巧芬为监事会主席。

2019年12月17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922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9年12月16日，公司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其拥有公司经审计净资产63,171,983.80元折合股份
2,000万股，每股1元，折股溢价部分43,171,983.80元人民币计入股份有限公司
的资本公积。

2019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在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编号为
91330281734258668X 的《营业执照》。 公司由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后的股份总数为 2,000 万股，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728.00 36.40
2 张利英 358.39 17.92
3 黄轼 179.16 8.96
4 昌硕企管 600.00 30.00
5 江阴毅达 67.23 3.36
6 钱进 33.61 1.68
7 中小基金 33.61 1.68

合计 2, 000.00 100.00

7、第二次增资（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17 日， 德昌股份召开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01.6807 万元；新增股份由宁波和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金浦国调并购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三个持股平台宁波德朗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德融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德迈商务信
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59.50 元 / 股的价格认购。本次增资完成后，公
司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增加至 2,201.6807 万元， 认购价格超出新增注册资
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登记并换发
《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德昌股份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728.00 33.07
2 张利英 358.39 16.28
3 黄轼 179.16 8.14
4 昌硕企管 600.00 27.25
5 宁波德朗 13.45 0.61
6 宁波德融 11.76 0.53
7 宁波德迈 8.40 0.38
8 和丰创投 84.03 3.82
9 金浦投资 84.03 3.82
10 江阴毅达 67.23 3.05
11 中小基金 33.61 1.53
12 钱进 33.61 1.53

合计 2, 201.68 100.00

2019 年 12 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923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进行了审验。

8、第三次增资（2019 年 12 月）
2019年12月25日，发行人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11,796.3193万元注册资本，出资方式为
资本公积转增，变更后注册资本由2,201.6807万元增加至13,998.0000万元；本
次增资扩股11,796.3193万股，由公司以11,796.3193万元资本公积按全体股东
的持股比例转增股本。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登记并换发
《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4, 628.53 33.07
2 张利英 2, 278.58 16.28
3 黄轼 1, 139.07 8.14
4 昌硕企管 3, 814.72 27.25
5 宁波德朗 85.48 0.61
6 宁波德融 74.80 0.53
7 宁波德迈 53.43 0.38
8 和丰创投 534.27 3.82
9 金浦投资 534.27 3.82
10 江阴毅达 427.42 3.05
11 中小基金 213.71 1.53
12 钱进 213.71 1.53

合计 13, 998.00 100.00

综上，公司历次股权变动事项均具有合理背景，定价依据合理且具有公
允性，出资来源合法，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股权变动程序合法合规。公司历次增资真实有效，各股东的股权不存在股
份代持、委托持股、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
议。

2019 年 12 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931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进行了审验。

9、公司历次増资和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等事项说明
（1）公司（包括公司前身德昌有限）历次増资和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

性、价格及定价依据及公允性、増资及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情况、历次股权变动
过程中的税收缴纳情况、増资及股权转让的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序
号 时间 股权变动

事项
增资方 /股权

购买方
增资 /股权转

让原因
价格及定价

依据
款项支付情况与资

金来源
个人所得税缴

税情况

1 2007年 7
月

第一次增加注
册资本

黄裕昌、张利
英 公司经营需要 1元 /注册资

本
已支付，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 /

2 2019年 10
月

第一次股权转
让 黄轼 近亲属之间转

让
1元 /注册资

本
近亲属之间转让，
未实际支付价款

近亲属之间平
价转让，无需缴

税

3 2019年 11
月

第二次股权转
让 昌硕企管 搭建实际控制

人持股平台
按照股权评
估值作价

股权转让方以公司
股权按评估值向昌
硕企管出资，不涉

及现金对价

已取得主管税
务局非货币资
产投资分期缴
税备案、五年缓

缴

4 2019年 11
月

第三次股权转
让

钱进、中小基
金、江阴毅达

引入
投资人

59.5 元 /注册
资本。 定价
依据为协商
投资前估值
11.9 亿元。

已支付，钱进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
中小基金、江阴毅
达资金来源为私募
基金的募集资金

已缴纳

5 2019年 12
月

改制为股份有
限公司 / / / / 注册资本未变

化，无需缴税

6 2019年 12
月

股本增加至 2,
201.6807 万股

和丰创投、宁
波德朗、宁波
德融、宁波德
迈、金浦投资

引入
投资人

59.5 元 /股。
定价依据为
协商投资前
估值 11.9 亿

元。

已支付，宁波德朗、
宁波德融、宁波德
迈、和丰创投的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金浦投资资金
来源为私募基金的

募集资金

/

7 2019年 12
月

资本公积金转
增

全体股东同
比例转增 扩大股本规模 / / /

历次增资、股权转让的定价系外部股东综合考虑成本、时间、回报率、实
际需求等因素后独立作出的决定，相关价格由各方基于独立意志综合判断并
在具体协商后确定。上述増资及股权转让的资金来源为相关股东依法自有或
合法自筹的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公司借款或者担保的情形。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余姚市税务局 2020 年 8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宁波德
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历次股权变动过程中的税收缴纳情况确认》， 确认发行
人历次股权变动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均已缴纳。

（2）程序履行情况、转让真实性等情况的说明
前述增资及股权转让均已履行相关的内部决策和有权机关核准程序，股

权转让真实，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委托持股、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
安排。

（三）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四）同一控制下的资产收购情况
实际控制人之一黄裕昌控制的亮的电器主要从事传统卧式吸尘器的生

产和销售，与公司存在经营相近业务、向公司采购电机的情形，其在注销前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亮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10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
营场地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城区茂盛路 7 号

经营范围
（资产收购前）

家用电器、塑料制品、电机的制造、加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
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股权结构 黄裕昌持股 100%

亮的电器成立于 2006 年，2012 年公司与 TTI 正式开始合作吸尘器业务
之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裕昌精力主要集中于德昌股份的经营。 由于公司在
2013 年之后的高速发展，使得实际控制人的精力更多用于发行人，而亮的电
器与公司地理上分离、团队上独立，因而各方面管理力度和执行强度均不足
导致出现持续亏损。2019 年度，为解决关联交易及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实际控
制人最终形成注销亮的电器的一致意见。

2019 年 12 月 20 日，银信（宁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宁波德昌电机
制造有限公司拟资产收购所涉及的亮的电器所拥有的设备和构筑物资产评
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9]甬第 967 号）。 以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亮的电器拥有的设备及房屋建筑物资产的评估值为 601.3199 万元。

2019 年 12 月 2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宁波亮的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决定收购亮的电器所拥有的设备和构
筑物资产，收购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估值为准。关联董事黄裕昌、
张利英、黄轼回避了表决。 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亮的电器签署了《资产

转让协议》。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向亮的电器支付了全部价款 601.3199
万元并完成了产权交割手续。 收购完成后，亮的电器已不再从事任何生产销
售业务，其完成应收账款回收工作后已于 2020 年 6 月注销。

上述生产设施收购后，对于其中的注塑机等设备资产，公司即刻投入了
生产经营活动，再配上公司新购置的注塑机等机器设备及模具等，组合后用
于生产吸尘器产品的配件，相关设备运转状况良好，能够满足相关生产工艺
的需求。 对于收购获取的厂房，公司整体作为注塑车间继续使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长期资产减
值》规定：“对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等长期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时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结
合上述收购资产期末的盘点情况，公司综合产能利用率及产品毛利率较高的
实际情况看，上述资产使用状况良好，未发生因资产损坏而导致公司经营业
务停滞或造成重大损失，公司认为相关固定资产目前不存在减值迹象。

（五）其他关联方收购情况
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利英之父张仁尧控制的宁波市容大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下称“容大园林”，曾用名为宁波华昌电器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无实际经
营，仅持有余姚市城区经济开发区南区茂盛路土地房产。

2018 年 7 月 27 日，余姚市舜博钧恒土地评估事务所（有限合伙）对容大
园林所持余姚市城区经济开发区南区茂盛路土地进行了评估、余姚市天衡房
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容大园林所持上述土地上的房产进行了评估，土
地、房产的合计评估价值为 1,199.87 万元。

2018 年 7 月 30 日，公司与容大园林签署了《房地产转让合同》，收购其所
持有的余姚市城区经济开发区南区茂盛路土地房产，收购价格参考上述评估
结果定为 1,245.00 万元。 2018 年 8 月 2 日，公司向容大园林支付了所有价款
并完成了产权交割手续。 2020 年 3 月，容大园林完成注销。

（六）上述收购对公司的影响和相关说明
上述收购占发生前一年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时

间
交易额

（含税）（A）
收购年度期初公司

总资产（B） 占比（D=A/B） 收购年度期初公司
净资产（C）

占比
（E=A/C）

收购容大园林的
房产 2018 1, 245.00 132, 644.02 0.94% 25, 160.55 4.95%

收购亮的电器的
资产 2019 601.32 164, 343.29 0.37% 39, 442.29 1.52%

公司上述收购皆与公司业务相关，且占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比例较低，对
公司主营业务未构成重大影响。

为避免潜在的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上述公司在完成资产处置后均已注
销。经核查，上述两家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也不存在替公司承担成本
费用的情形。 公司收购相关公司的资产而非股权系公司基于人员管理、各子
公司未来业务定位等方面综合考虑所作决定。

四、发行人历次验资情况
（一）发行人历次验资情况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历次验资情况如下：
时间 验资事由 出资方式 验资机构 验资报告号

2002年 1 月 德昌有限设立，注册资本和实收
资本均为 300.00 万元 货币 余姚中诚会计师事务所 余中会验字（2002）

第 3008 号

2007年 6 月
第一次增资，增资后公司注册资
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2, 000.00 万
元

货币 余姚中诚会计师事务所 余中会验字（2007）
第 1095 号

2019年 12 月 德昌有限以净资产折股 净资产转增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922 号

2019年 12 月
第二次增资，增资后公司注册资
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2, 201.6807
万元

货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923 号

2019年 12 月 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资本公积转增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931 号

发行人历次验资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之“三、发行人股本结构的形成、变
化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二）设立时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计量属性
公司设立时发起人为 1 家法人股东、2 家合伙企业股东、4 名自然人股

东，全部以货币方式出资。
五、发行人组织结构
（一）发行人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人内部组织结构图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三）发行人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情况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

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各职能部门及职能中心的主要职能如下：
1、行政人事部：负责公司各类行政规章制度起草制定、执行落实与监督

检查；负责公司会议、接待管理及各项活动管理工作；负责车辆、食堂、等后勤
保障与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办公易耗用品的采购与管理工作；负责公司办公
大楼、各类设施的安全、保卫及消防工作；负责公司保洁、设施维护等物业服
务与管理工作；负责公司区域绿化；负责公司水电气系统的检查维护与保养。
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方案，统计各职能部门的岗位需求，组织公司员工招聘、调
度和岗位培训，负责绩效考核、薪酬福利等方案的制订和具体实施，对员工劳
动合同和档案进行归集和管理，合理协调员工关系。

2、财务管理部：负责财务战略的制定，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负责日常财务记账、成本测算和纳税申报；对公司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负责为
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资料，对公司的财务融资情况提供思
路和建议。

3、采购管理部：负责公司采购工作，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
提供物资保证；负责采购计划的制订和具体实施；负责供应商的寻找、开发、
评审和管理；负责采购物资的价格和商务谈判；负责采购资料和合同的收集、
供应商资料档案的建立和管理；负责采购货款的预算和付款申请；负责与供
应商对账及取得增值税发票；掌握公司主要物料的市场价格波动，了解市场
走势，加以分析以控制成本。

4、信息技术部：负责制定信息系统发展规划，统筹协调信息系统的开发
建设工作，指导各部门信息系统使用者正确使用和操作信息系统；负责公司
信息设备维护和管理。

5、工程设备部：负责牵头各相关部门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整理立项
报告报送政府机关审批，办理相关许可证；针对工程规模性质组织成立工程
采购小组，进行参建单位的选择；委托设计单位提供初步设计文件并确定工
程概算；组织各相关部门进行设计图纸评审；组织各相关部门对施工图预算
进行评审；各阶段图纸报审并取得必要批复；组织各部门进行工程建设过程
进行管理；工程竣工后，组织各部门进行工程验收及决算；对相关档案进行归
档。

6、销售部：负责整理销售信息，组织销售目标与计划的分解与审核、汇总
等；负责分发、执行销售价格及信用政策；负责与客户进行洽谈，填写销售合
同 / 协议，负责销售订单的达成，协助客户下单，维护客户关系等；负责销售
发票信息的核对；负责跟踪账款的回收；统筹客户投诉处理，并对客户投诉情
况进行分析；根据客户投诉信息提出改进建议；退换货等售后服务的需求收
集、跟进。

7、资材管理部：负责公司仓储存货的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原材料、半
成品、委外件、成品等存货的出入库与盘点、库房安全检查、存货处置的申请
和执行工作。负责固定资产维修、资产报废处置，负责编制固定资产实物账并
更新，参与固定资产盘点等。

8、产品开发部：负责公司开发工作年度计划的制定、开发项目的实施、开
发成果的鉴定、开发的后评估、开发专利申请资料的提供、开发工作产生资料
的归档与更新、对开发资料的借阅管理等。

9、品质部：负责参与产品初步设计评审、工艺评审、及提出图纸调整需求
等；负责图纸、工艺的归档及发放工作。

10、计划部：负责编制生产计划、生产计划调整与生产进度实施监控。
11、生产管理部：负责产品生产计划的执行和车间的现场管理；负责组织

各项生产定额指标的制定； 督促检查下属各部门生产进度和任务完成情况；
负责建立和完善统计管理制度，做好生产统计管理。

12、审计部：制定公司审计制度，配合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的审计工作，
对公司日常的财务工作进行审计和监督，防范企业财务风险。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简要情况
（一）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共拥有 5 家一级全资控股子公司，2 家二

级全资控股子公司，无参股公司。 公司各子公司的设立原因、业务发展定位、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公司 设立原因、业务发展定位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对应关系
德昌科技 作为 EPS 电机的生产主体 作为 EPS 电机的生产主体
德昌电器 家用电器小家电的生产主体 家用电器小家电的生产主体
卓捷进出口 作为贸易公司 作为向德昌越南出口配件的主体
德昌新加坡 作为越南、香港子公司的控股平台 无
德昌越南 作为公司海外生产基地对冲关税风险 海外生产基地

德昌香港 原计划作为越南子公司的回款平台，当前已放弃该
计划，无实际经营 无

新卓捷电器 新品类小家电的生产主体 进一步拓展小家电品类

注：新卓捷电器注册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因此未纳入 2020 年末的合并
报表。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了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而间接持有发行人子公司或孙公司的权益之外， 不存在与公司合资、合
营或联营等方式持有发行人子公司或孙公司权益的情形。 子公司报告期内未
受到过行政处罚，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宁波德昌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宁波德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德昌科技” ）
住所 浙江省余姚市永兴东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 黄裕昌
注册资本 2, 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电机、小家电、汽车及配件的研发、制造、加工、批发、零售；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从事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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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汽车电子转向系统 EPS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 德昌股份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7年 09 月 14 日

财务数据
（万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

12.31 787.70 -3, 358.11 21.59 -2, 326.08

（2）宁波卓捷进出口有限公司
名称 宁波卓捷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称“卓捷进出口” ）
住所 浙江省余姚市凤山街道永兴东路 18 号 1 幢 2 楼

法定代表人 黄裕昌
注册资本 200万元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家用电器、厨
房用品、卫浴洁具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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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吸尘器及其他小家电的贸易
股权结构 德昌股份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8年 10 月 24 日

财务数据
（万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

12.31 5, 174.35 -434.77 3, 416.01 -623.62

（3）宁波德昌电器有限公司
名称 宁波德昌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称“德昌电器” ）
住所 浙江省余姚市东郊工业园区永兴东路 21 号 1 幢 4 楼

法定代表人 黄裕昌
注册资本 200万元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及配件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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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小家电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 德昌股份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9年 04 月 25 日

财务数据
（万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

12.31 3, 206.40 1, 287.90 2, 565.75 -369.36

（4）NBDC�SINGAPORE�PTE.�LTD.
名称 NBDC�SINGAPORE�PTE.�LTD.
住所 133�New �Bridg e�Road�#15-07, �China �Town�Point, �Sing ap ore�059413

法定代表人 黄裕昌
注册资本 350万美元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及配件的制造、加工；对外投资

主营业务 不具有经营实质，仅作为 DECHANG�V IETNAM�COMPANY�LIMITED、香港德昌融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之母公司

股权结构 德昌股份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8年 11 月 26 日

财务数据
（万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

12.31 2, 271.48 2, 271.48 - -10.80

（5）DECHANG�VIETNAM�COMPANY�LIMITED
名称 DECHANG�V IETNAM�COMPANY�LIMITED

住所 Works hop s �C1, �C2, �C3, �Road�No.�1, �Giang �Dien� Indu s tria l�Pa rk, �Trang �Bom�Dis trict , �
Dong �Na i�Prov ince

法定代表人 黄轼
注册资本 150万美元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及配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主营业务 吸尘器及其他小家电的生产、销售
股权结构 NBDC�SINGAPORE�PTE.�LTD.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9年 08 月 23 日

财务数据
（万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

12.31 6, 128.92 977.96 5, 486.95 82.92

2018 年 9 月开始，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吸尘器产品征收 10%的关税。 在此
背景下， 公司于 2018 年响应客户的建议开始对越南进行考察并于 2019 年 9
月开始投资建厂，2020 年初工厂开始批量出货。截至 2020 年 12 月，越南工厂
产能在 24 万台 / 年规模，占公司整体产能的 4.3%，所生产产品直接由越南出
口至美国。 2021 年一季度，越南工厂产量超过 6 万台，已经达到满产状态。 作
为募投项目之一，公司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对越南工厂进行先期投入，未来
再根据资金募集情况进行置换。

（6）香港德昌融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名称 香港德昌融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Room�803, �Lip p o�Sun�Pla za , �28�Canton�Road, �Ts im�Sha �Ts u i, �Kow loon,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 黄裕昌
注册资本 1万港币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的贸易
主营业务 拟作为吸尘器及其他小家电的贸易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该公司尚未实缴完毕，亦不存在实质经营
股权结构 NBDC�SINGAPORE�PTE.LTD.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19年 11 月 6 日

财务数据
（万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

12.31 - - - -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7）宁波卓捷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卓捷电器”）

名称 宁波卓捷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余姚市凤山街道东郊工业园区永兴东路 21 号 1 幢 3 楼

法定代表人 黄裕昌
注册资本 2, 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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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拟作为新品类小家电的生产主体
股权结构 德昌股份持股 100%
成立日期 2021年 1 月 29 日

财务数据
（万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度 /2020.

12.31 - - - -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注销的控股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无注销的控股子公司。
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起人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的发起人为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企管、江阴毅达、中小基金

及钱进。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起人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企管为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中昌硕企管系黄裕昌、张利英及黄轼持股
的企业。

1、黄裕昌、张利英及黄轼
黄裕昌、张利英及黄轼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二节 概览”之

“二、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二）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2、昌硕企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昌硕企管直接持有公司 27.25%股权，其主要

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MAGUMG35P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黄裕昌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富巷北路 118-7 号
成立日期 2019年 11 月 04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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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昌硕企管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裕昌 260.00 52.00%
2 张利英 140.00 28.00%
3 黄轼 100.00 20.00%

合计 500.00 100.00%

3、江阴毅达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江阴毅达直接持有公司 3.05%股权，其主要情

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江阴毅达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1WA56UXF
出资额 100, 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江阴市长江路 777 号 19 号 606 室
成立日期 2018年 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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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出资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江阴毅达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6, 000.00 6.00% 普通合伙人
2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 000.00 24.00% 有限合伙人
3 江阴滨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 000.00 22.00% 有限合伙人
4 江苏工银普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000.00 20.00% 有限合伙人
5 江阴长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 00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6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 00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7 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5, 000.00 5.00% 有限合伙人
8 江阴市新国联集团有限公司 3, 000.00 3.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 000.00 100.00%

其中，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江阴毅达的普通合伙
人；主要出资方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江苏省人民政府 100%控股。
江阴毅达普通合伙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MA1MFEH23R
主要经营场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 号国睿大厦二号楼 4 楼 B50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爱达汇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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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6年 2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2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江阴毅达及其出资人与公司不存在业务关系或者资金往来，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利益输送或者其他利益安排。

4、中小基金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中小基金直接持有公司 1.53%股权，其主要情

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下转 C1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