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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易。
公司与部分客户或产品没有签订寄售协议或长期供货协议时，客户如存在相应的产品需求，则采

用普通订单模式与公司合作，通常单笔普通订单金额较小。
（3）不同销售模式收入分布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非寄售模式 54,597.33 78.37% 54,416.15 75.33% 63,528.43 74.59%

寄售模式 15,072.51 21.63% 17,821.82 24.67% 21,644.20 25.41%

合计 69,669.84 100.00% 72,237.97 100.00% 85,172.63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非寄售模式收入金额占比保持在75%左右，销售模式分布较为稳定。
3、定价原则
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定价方式不存在重大差异，整体上采用成本加成原则，即在公司从上游供应商

采购的成本基础上予以一定的溢价，溢价率主要基于同类产品历史交易情况、市场竞争状况、自身的产
品库存水平、客户需求量及结算方式等因素综合考虑。相同产品会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存在不同报价，
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合同（包括寄售协议和长期供货协议），双方也会通过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
确定最终交易价格，该价格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

4、主要客户结算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结算，通常境外主体业务采用美元进行结算，境

内主体业务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主要客户的信用为2-3个月。
（四）分销产品的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及飞机维修手册变动，不断寻求不同的供应商进行合作，调整公司的产品

线。按照是否与公司签订授权协议，供应商可以分为协议供应商和一般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以协议供
应商为主，一般供应商占比较少。

协议供应商通常对公司经营规模、服务主要客户、已代理的主要产品及供应商、管理团队、财务状
况等因素综合考评通过后，选择与公司签订分销协议或授权书，并约定授权产品、时间、地域或客户等。
公司按照双方约定价格下达采购订单。

报告期内，公司的供应商主要为境外企业，公司也主要选择通过境外采购平台润贝航空（香港）进
行采购，并将货物运输至香港仓库，后续根据境内客户需求，通常由发行人报关进口后，运至境内自主
仓库或客户指定仓库。 如为境内供应商，则由发行人直接进行采购。

1、采购流程图

2、采购的基本模式
按照客户是否提前下达具体订单，公司的采购大致分为备货采购和订单采购两种模式。
备货采购是指公司在没有接到客户正式订单情况下，公司综合考虑主要产品的库存水平、最近6个

月销售情况及客户预计的需求、供应商交货周期及采购价格变动和宏观环境（包含汇率、关税及国际环
境等）等因素变化，提前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以备后续能快速响应客户订单或降低采购成本。 备货
采购以客户需求稳定且通用性较好的产品为主。

订单采购是指公司接到客户正式订单或寄售补货通知情况下，按照相应的要求向供应商下达采购
订单，供应商根据订单要求发货至指定地点。

3、采购价格
公司与主要的供应商通常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或授权分销书，采购价格通常存在两种模式：
（1）常规采购订单
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大多属于行业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高的定价权，通常会制定相应的产品分销

商面价，供应商设置的分销商面价会根据其生产成本及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 主要供应商会
基于双方的历史合作情况及公司的年度采购计划， 在产品分销商面价基础上给予公司一定的折扣，最
终协商出具体产品的年度采购价格，该价格年度内相对稳定。

（2）申请特价的采购订单
公司参与特定客户或项目时，会根据客户招投标竞争程度、市场报价水平、客户产品需求等因素向

供应商申请采购特价，供应商审核相应信息后，会在双方已协商的年度采购价格基础上给予一定折扣。
4、结算情况
公司与供应商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方式进行结算，境内主要以人民币为主，境外采用美元为主，主要

供应商给予的信用期以30-90天为主。
（五）自主研发产品的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自主研发产品主要包括清洗剂、消毒剂、预润擦拭纸、胶带、内饰壁纸、板材、地勤

耳机、内饰件等。 公司自主研发产品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自研产品 2,511.78 3.61% 3,015.76 4.17% 853.73 1.00%

分销产品 67,158.06 96.39% 69,222.21 95.83% 84,318.90 99.00%

主营业务收入 69,669.84 100.00% 72,237.97 100.00% 85,172.63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产品的营业收入规模较小，但随着公司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产品不断
推广，营业收入占比逐年增长，尤其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清洗、消毒等功能的
航空化学品快速增长。

1、采购及生产模式
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主要通过委托外部合格供应商进行生产，外部加工厂按照公司技术标准和订

单需求自主采购相应的主要原材料并生产出成品，公司检验合格后入库，并根据下游订单需求销售给
客户。

2、销售模式
由于公司不同的自研产品需要取得的民航局批准资质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最终进入下游客户合格

供应商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但具体交货方式与分销产品交货模式基本一致，具体如下：
主要自研产品 对应的民航局批准资质 进入下游客户合格供应商具体方式

航空化学品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设计 /
生产批准函， 民用航空用化
学产品设计 / 生产批准函项
目单

发行人子公司润和新材料取得民航局相应的航空化学品资质批准后，将相应产品授权
给发行人，发行人凭借在下游客户航材分销商供应商清单的优势，推广相应的产品；或
者润和新材料通过申请下游客户的认证，进入其合格的国内航化品制造商清单，从而
实现销售，具体交货流程与分销模式一致

航空原材及其他
消耗件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零部
件制造 人批准书项 目 单
（PMA）

发行人子公司航信科技、润和新材料取得民航局批准的 PMA 认证后，可以在注册为
中国国籍的机队上使用，用于替代境外原厂航材。 但由于下游客户自身存在较高的产
品质量认证，需要经过多次测试后，航信科技、润和新材料及相应产品才能添加至其合
格的国内制造单位清单，从而实现销售。 航信科技、润和新材料成为合格供应商后，也
可以同步通过授权给公司，以航材分销商名义进行交易。 具体交货流程与分销模式一
致

地面支持设备 报告期内， 公司销售的产品
无需取得批准 主要凭借公司的航材分销商竞争优势实现销售，具体交货流程与分销模式一致

公司或子公司的自研产品进入下游客户合格供应商后，凭借公司多年的航材分销行业积累、航材
国产化价格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公司自研产品增长潜力较大。

3、研发模式
公司主要专注于相应产品的研发及资质申请，上述已实现销售的自主研发的航材均已取得中国民

航局相关认证。公司自研产品的技术来源以内部研发为主，外部单位合作为辅。消毒剂、清洗剂、预润擦
拭纸、地勤耳机及胶带等自研产品技术主要来源于公司多年的研发投入，并形成了相应的专利技术和
民航局相关资质认证。 公司内饰壁纸主要与外部单位进行合作研发。

（六）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情况
1、分销产品的国外主要竞争对手
通常上游原厂会按照区域、细分产品或主要客户对航材分销商进行授权，因此国外的同行业公司

与发行人不构成直接竞争，但相比国外同行业公司，发行人规模较小、资金实力差距较大，具体如下：
（1）Boeing� Distribution� Services� Inc.（中文简称“波音分销”）
波音收购了全球多家知名航材分销商，包括Interturbine、KLX、Herndon、AAA及Hassall等，并于2018

年重组为Boeing� Distribution� Services� Inc.，波音分销在全球65个国家或地区拥有2,300多名员工，服务
产品目录超过一百万件，包括紧固件、轴承、封条、化学品、复合材料、原材料、工程产品、工具类、照明、
电子等。

（2）Wesco� Aircraft� Holdings,Inc.（中文简称“伟司科”）
成立于1953年，全球知名的航空耗材分销商和综合供应链管理服务提供商，分销产品超过50万个

单元，具体包括紧固件、轴承、电子产品、加工零件、工具、化学品等。 为全球7,000多家客户提供服务，除
航空领域外，还为汽车、能源、医疗保健、工业、制药和航天领域的客户提供服务，在全球拥有超过3,000
名员工。 2019财年（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销售收入约为16.96亿美元，已于2020年从纽交所
私有化退市。

（3）AM� Aerospace� Holdings� Ltd.（简称“AM”）
成立于1987年，是民用航空航天行业内一家专注于C级飞机零部件（属于小型、成本相对较低但量

大的商品零部件，包括紧固件、轴承及电子元件等）的知名分销商，立足于新加坡，专注亚太并面向全球
市场。 2019年财年（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销售收入1339万美元，整体规模相对较小。

2、分销产品的国内主要竞争对手
与公司构成直接竞争的国内航材分销商主要包括：
（1）深圳市伊天行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深圳，属于国内较早提供航材分销的服务供应商之一。 主要为国内的航空

公司、航空维修公司及航空制造企业提供航空油料、轮胎、外表面装饰及周边、飞机内饰、胶水胶带、复
合材料、清洁美容、工具劳保、标准件及零部件等。 分销的主要品牌包括：3M、伊士曼（Eastman）、Celeste、
NITTO、PPG等。

（2）深圳市华迅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深圳，为航空公司、航空维修公司、航空制造企业和通用航空企业提供航空油
料、航空化工材料、航空消耗材料、航空金属原材料及航空地面工具设备的仓储、销售和配送服务。分销
的主要品牌包括：壳牌（Aeroshell）、汉高（Henkel）、伊士曼（Eastman）、Celeste、3M等。

3、自有产品的国内主要竞争对手
由于国内民用航空航材相关产业相比国外起步晚， 导致目前国内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数量

少、规模小且产品品种少，且主要集中在航空化学品领域。
（1）北京雅迪力特航空新材料股份公司
成立于1997年11月25日，于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股票简称：雅迪力特，证券代码：834881）。 主营业

务为民用航空化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客户包括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山东航空、北京
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等。

（2）成都民航六维航化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民航六维航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六维”），于2000年11月成立，属于中国民用航空

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下属企业，从事民用航空化学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产品品种达三十余种，具
体包括飞机除冰液、飞机清洗剂、飞机卫生剂、飞机杀虫剂、客舱空气清新剂、客舱清洗剂、除臭剂、除胶
姆剂、脱漆剂、飞机结构防腐剂、飞机隔热隔音绝缘膜、跑道除冰液、道面标志漆、嵌缝胶、燃油水分显示
器等。

4、公司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分销的航空油料主要包括民用航空润滑油、润滑脂、液压油等，2018年至2020年实现的航空油

料营业收入分别为38,819.91万元、37,286.70万元和29,169.29万元，根据QY� Research行业研究报告进行
粗略估算，占全球同类产品分销市场规模比重分别为3.96%、3.76%和3.83%，占中国同类产品分销市场规
模比重分别为28.52%、25.31%和23.25%，市场占有率相对稳定。由于航空原材料及航空化学品种类繁多，
目前无相应的细分市场数据统计占有率。

五、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净额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73.00 41.61 31.39 43.00%

机器设备 116.40 20.19 96.21 82.66%

运输工具 417.39 289.94 127.45 30.53%

办公设备及其他 347.12 195.69 151.43 43.62%

合计 953.91 547.43 406.48 42.61%

1、房产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拥有境内房产，发行人境外子公司拥有如下

房产：
权利人 物业参考编号 坐落 用途 所占地段份数 他项权利

润贝航空（香港） B0211428 香港新界屯门天后路 18 号南丰工业城
2座 5楼 3 单元 非住宅 16910/26992290 -

2、房屋、仓库租赁情况
（1）境内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内租赁的主要生产经营用房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产坐落 面积㎡ 用途 租赁期限

1 发行人 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
塘朗车辆段旁塘朗城广场（西区）
A座第 39层 3901室

1,543.06 办公 2019.01.01-2022.01.01

2 发行人 深圳市乾丰集成电路
设计园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茶光路 1089 号深
圳集成电路设计应用产业园
510-1

702.50 办公、仓储 2021.09.10-2022.09.09

3

润和新材
料

惠州华科明珠产业孵
化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东兴片区东新
大道 108号 B2栋 1楼 108号 88.00

研发、生产

2020.04.01-2023.07.15

4 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东兴片区东新
大道 108号 B2栋 404号 152.00 2020.04.16-2022.04.15

5 惠州市东江高新区东兴片区东新
大道 108号 B2栋 403 号 298.00 2020.04.16-2022.04.15

6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兴片区东新
大道 108号 B2栋 106和 202 1,582.00 2018.07.16-2023.07.15

7 发行人 向丹黎 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开发区机场
路 168号 77栋 294.19 办公 2018.04.15-2023.04.14

8 发行人 东莞市岭南进出口有
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园同振路
35号 2号楼 1层、4层 2,946.00 仓储 2018.05.21-2024.05.20

9 航信科技 东风商用车新疆有限
公司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
河区） 沂蒙山街 456 号东风商用
车新疆有限公司新疆工厂自卸车
联合生产厂房部分辅房

235.00 办公、仓储 2021.07.01-2022.06.30

注：2019年11月14日，发行人与原出租方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公共物业管理中心签订《＜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
书＞补充协议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9年1月2日至2022年1月1日，租赁期满发行人可续租两年，但应当通过南山
区产业用房建设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入驻条件评估复核。 根据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22年2
月18日印发的《南山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深南工纪〔2022〕18号），
同意发行人继续执行现有租赁合同。 目前发行人与出租方正在履行续签租赁合同相关流程。

（2）境外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外租赁的主要生产经营用房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产坐落 面积 用途 租赁期限

1 润贝航空（香港） 裕林货仓冻房有
限公司

裕林工业中心 C 座裕林货仓冻房大厦 13
楼 2,800呎 仓库 2021.07.01-

2022.06.30

2 润贝航空（香港） Stealth�Jet�Pte�Ltd Blk� 1015,� Geylang� East� Ave� 3� #02-103�
Singapore�389730 - 办公 2021.04.15-

2022.04.01

3 润贝航空（香港） 金海山有限公司、
裕勇有限公司

新界屯门业旺路 8 号联昌中心 24 楼 9、
10、11、12、13 室 13,977呎 仓库 2021.11.01-

2022.10.31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1、土地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权利人 产权证号 地段编号 坐落 用途 面积 使用期限 他项
权利

润贝航空
（香港） --

TUEN�MUN�
TOWN�LOT�
NO.�233

香港新界屯门天后路 18 号
南丰工业城 2座 5楼 3 单元 非住宅

所占地段份数
16910/

26992290
/ ---

润和新材
料

粤（2021）惠州市不
动产权第 5034845

号
---

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
科技产业园 DMY04-02-03
地块

工业用地 14,566.00㎡ 50年 ---

2、商标
（1）境内商标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如下境内商标：

（2）境外商标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境外子公司拥有如下境外商标：

3、专利
截至2022年3月31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如下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权利人 申请日

1 一种航空用电致变色玻璃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 2020101962095 发行人 2020-03-19

2 一种水溶性季铵盐消毒剂 发明 202010339272X 发行人 2020-04-26

3 一种滑油加注器 实用新型 201920550848X 发行人 2019-04-22

4 一种航空起落架镜面擦拭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113055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5 一种全自动切台横移机构 实用新型 2019218117709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6 一种航空客舱内部清洁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160910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7 一种 EVA 地毯双面布胶带生产
加工用裁边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174523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8 一种 EVA 胶带生产用原料混合
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16142X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9 一种金属纸生产用分切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251479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10 一种机舱用消毒洗手液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 2020106220157 润和新材料 2020-07-01

11 一种航空卫生间除臭防污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113182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12 一种全自动切台的圆刀托板进给
机构 实用新型 2019218117770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13 一种航空机体表面清洁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161063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14 一种卧式自动切割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250616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15 一种玛拉胶带收卷用切割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8251661 润和新材料 2019-10-26

16 一种用于机舱清洗剂 发明 2019104692502 润和新材料 2019-05-31

17 一种 EVA 胶带加工生产用废水
净水装置 实用新型 2018221050930 润和新材料 2018-12-15

18 一种纸浆加工用搅拌装置 实用新型 2018221064257 润和新材料 2018-12-15

19 一种机务巡检方法和机务巡检用
手电筒 发明 2014104261759 航信科技 2014-08-26

20 一种无线耳机及一种机舱内外通
话系统 发明 2014104743681 航信科技 2014-09-17

21 摄像手电筒 实用新型 2013205511606 航信科技 2013-09-05

22 无线头戴耳机 实用新型 2016205323136 航信科技 2016-06-01

23 一种带有通讯模式切换功能的无
线耳机 实用新型 2018213129353 航信科技 2018-08-15

24 一种具有电源保护功能的无线耳
机 实用新型 2018213203703 航信科技 2018-08-15

25 无线耳机（专业降噪型） 外观设计 2012301726169 航信科技 2012-05-15

26 摄像手电筒 外观设计 2013304282323 航信科技 2013-09-05

27 一种舷窗遮光帘 实用新型 2020204203576 南京诺邦新材料有限
公司、航信科技 2020-03-28

28 一种飞机客舱地毯清洗剂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 2021104020004 润和新材料 2021-04-14

29 一种飞机氧气系统测漏剂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 2021103739617 润和新材料 2021-04-07

30 一种航空清洗剂的搅拌机 实用新型 2021220869392 润和新材料 2021-08-31

31 一种具有可旋转麦克风的头戴式
耳机 实用新型 2021209662987 航信科技 2021-05-07

32 一种可调节头戴式耳机 实用新型 2021209692893 航信科技 2021-05-07

33 一种可旋转头戴式耳机 实用新型 2021209660197 航信科技 2021-05-07

34 耳机（头戴式） 外观设计 2021302109796 航信科技 2021-04-14

35 一种浓水流量计 实用新型 2021222128099 润和新材料 2021-09-13

4、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如下软件著作权：

序号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日期 登记日期

1 发行人 润贝货品运输移动终端系统 V1.0 2018SR231552 2017-09-29 2018-04-04

2 发行人 润贝产品销售与运营计划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2181 2017-09-29 2018-04-04

3 发行人 润贝订单协同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1576 2017-08-24 2018-04-04

4 发行人 润贝货物安全调度、移交系统 V1.0 2018SR230946 2017-09-16 2018-04-04

5 发行人 润贝仓单审核评估系统 V1.0 2018SR230709 2017-09-21 2018-04-04

6 发行人 润贝仓储流程管控系统 V1.0 2018SR230664 2017-09-16 2018-04-04

7 发行人 润贝供应商库存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1571 2017-09-29 2018-04-04

8 发行人 润贝货源采购、补给系统 V1.0 2018SR230935 2017-09-30 2018-04-04

9 发行人 润贝供应链风险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1906 2017-09-22 2018-04-04

10 发行人 润贝采购计划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0672 2017-08-19 2018-04-04

11 发行人 润贝产品采购计划审核、分交系统 V1.
0 2018SR230717 2017-09-26 2018-04-04

12 发行人 润贝产品信息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2230 2017-08-31 2018-04-04

13 发行人 润贝物流跟踪与追踪系统 V1.0 2018SR231872 2017-08-08 2018-04-04

14 发行人 润贝多渠道产品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1902 2017-09-23 2018-04-04

15 发行人 润贝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系统 V1.0 2018SR232225 2017-09-23 2018-04-04

16 航信科技 航信发动机监控管理平台软件 [简称：
发动机监控管理平台]V1.5.0 2013SR136517 2013-02-18 2013-12-02

17 航信科技 航信安全管理系统 SMS 软件[简称：安
全管理系统 SMS 软件]V1.4.0 2013SR136520 2013-06-28 2013-12-02

18 航信科技 航信劳保用品和工具查询系统软件[简
称：劳保用品和工具查询系统]V1.1.0 2013SR136623 2013-06-01 2013-12-02

19 航信科技 航信航空发动机监控管理平台软件[简
称：发动机监控管理平台]V2.0.2 2013SR144688 2013-10-18 2013-12-12

20 航信科技 航信机务巡检视频管理系统软件 [简
称：机务巡检视频管理系统]V1.1.0 2013SR144734 2013-10-31 2013-12-12

21 航信科技 航信安全管理系统 SMS 软件[简称：安
全管理系统 SMS 软件]V3.2.1 2013SR150798 2013-10-25 2013-12-19

22 航信科技 航信科技OA系统[简称：OA]V1.0 2017SR147316 2016-02-24 2017-04-28

23 航信科技 航信安全管理系统 SMS-Android�APP
软件[简称：SMS-Android]V1.0 2017SR146923 2016-06-25 2017-04-28

24 航信科技 航信航空发动机监控管理软件 V1.0 2017SR146935 2016-09-23 2017-04-28

25 航信科技 有线地勤耳机延长转接线产品性能测
试分析系统 V1.0 2020SR0245288 2019-10-11 2020-03-12

26 航信科技 航信航空模拟器内话系统 V1.0 2020SR0244947 2019-09-18 2020-03-12

27 航信科技 地勤耳机新结构咪套件生产设计三维
建模系统 V1.0 2020SR0244963 2019-09-18 2020-03-12

28 航信科技 麦克风超声焊接组件生产工艺优化控
制系统 V1.0 2020SR0244908 2019-11-12 2020-03-12

29 航信科技 航空地面无线降噪耳机防噪检测控制
系统 V1.0 2020SR0244903 2019-11-12 2020-03-12

30 航信科技 电池焊接组立件加工焊接点精确定位
系统 V1.0 2020SR0244898 2019-11-27 2020-03-12

31 航信科技 波音头带支架组立件精密加工控制系
统 V1.0 2020SR0243044 2019-12-12 2020-03-12

32 航信科技 飞行员耳机 PCBA 信号接收抗干扰控
制系统 V1.0 2020SR0243038 2019-12-25 2020-03-12

33 航信科技 麦克风臂杆及左喇叭上壳组件智能调
节控制软件 V1.0 2020SR0246561 2019-11-14 2020-03-12

34 航信科技 麦克风咪软管组生产切割刀具控制系
统 V1.0 2020SR0246555 2019-12-18 2020-03-12

35 航信科技 麦克风底壳生产材料质量检测管理平
台 V1.0 2020SR0244878 2019-11-20 2020-03-12

36 航信科技 地面无线耳机无线收发器音频调控系
统 V1.0 2020SR0243050 2019-12-25 2020-03-12

（三）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获得开展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公司获得的资质情况如下：
1、经营业务资质

序号 持证人 名称 编号 发证
单位 许可内容 有效期至

1 发行人 民用航空油料供应
企业适航批准书 HYG019 中国民用航

空局
批准书项目单中所列民用航空油
料的相关服务活动 2022-09-13

2 发行人 民用航空油料供应
企业适航批准书

HYG-4008
（注）

中国民用航
空局

批准书项目单中所列民用航空油
料的相关服务活动 2023.11.4

3 发行人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

粤深南应急管经
字[2019]058号

深圳市南山
区应急管理
局

经营方式为批发（不带储存设施
经营），许可经营范围包括批复范
围内的 91种危险化学品

2022-07-28

4 润贝（海口）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

海口美兰危化经
字[2020]00020号

海口市美兰
区应急管理
局

经营方式为不带储存设施经营，
许可范围包括六亚甲基二异氰酸
酯等的 21 种危险化学品及含易
燃溶剂制品

2023-11-30

5 发行人 航材分销商证书 D15061 中国民用航
空维修协会

销售类：标准件、电子 / 电气部件
（新件）、 原材料、 机械部件（新
件）、化工产品、航空油料

2024-01-31

6 润贝航空（香
港） 航材分销商证书 D15062 中国民用航

空维修协会
销售类：标准件、电子 / 电气部件
（新件）、 原材料、 机械部件（新
件）、化工产品、航空油料

2024-01-31

7 润贝（海口） 航材分销商证书 D20199 中国民用航
空维修协会

销售类：标准件、原材料、电子 /
电气部件（新件）、机械部件（新
件）、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航
空油料（危化品除外）

2023-12-31

8 发行人 维修许可证 D.300063 中国民用航
空局

《维修能力清单》批准范围内的航
空器部件维修 长期有效

9 航信科技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
书 PMA0156-ZN 中国民用航

空局

制造人的质量管理系统符合
CCAR-21 部第 21.143 条的规
定， 项目单中的零部件符合
CCAR-21部第 21.305条的规定

至全部项目单失
效后自动作废

10 润和新材料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
书 PMA0201-ZN 中国民用航

空局

制造人的质量管理系统符合
CCAR-21-R4 的规定， 项目单
中的零部件符合 CCAR-21-R4
的规定

至全部项目单失
效后自动作废

11 航信科技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
批准书 CTSOA0150-ZN 中国民用航

空局

制 造 人 的 质 量 系 统 符 合
CCAR-21 部第 21.137 条的规
定， 项目单中的零部件符合
CCAR-21 部第 21.361 条的规
定，批准其按照相应 CTSO 规定
进行标记

至全部项目单失
效后自动作废

12 润和新材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
品设计 / 生产批准
函

HH0001 中国民用航
空局

生 产 设 施 和 质 量 系 统 符 合
CCAR-53 部的规定， 准许在本
批准函项目单中的生产地址，按
照批准的型号资料进行生产

至全部项目单失
效后自动作废

13 润和新材料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证

粤卫消证字[2020]
-09-第 0052号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

生产项目：消毒剂、卫生用品；生
产类别：液体消毒剂、抗（抑）菌制
剂（栓剂、皂剂除外）（液体、凝胶）

2024-08-09

14 发行人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凭证

粤深食药监械经
营 备 202038192�
号

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02 年 分 类 目 录 （二 类）：
6801，6803，6807，6809，6810，682
0，6821，6823，6824，6825，6826，6
827，6830，6831，6833，6841，684
5，6846，6854，6855，6856，6857，6
858，6863，6864，6865，6866，687
0，以上类别中包含的植入和介入
类产品除外， 以上类别中包含的
角膜接触镜产品除外， 以上类别
中包含的助听器产品除外；2017
年 分 类 目 录 （二 类 ）：
01，02，03，04，05，06，07，08，09，1
0，11，14，15，17，18，19，20，21，2
2，以上类别中包含的植入和介入
类产品除外， 以上类别中包含的
角膜接触镜产品除外， 以上类别
中包含的助听器产品除外

-

15 发行人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
备案

粤 深 械 网 备
202003180482

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同上 -

16 航信科技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凭证

粤深食药监械经
营 备 202038179�
号

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02� 年 分 类 目 录 （二 类）：
6801-6810，6812，6813，6815，681
6，6820-6828，6830-6834，6840
（体外诊断试剂除外），6840（诊断
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6840
（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
存 ），
6841，6845，6846，6854-6858，686
3-6866，6870，6877， 以上类别中
包含的植入和介入类产品除外，
以上类别中包含的角膜接触镜、
助听器产品除外

2017�年分类目录（二类）：
01-22，6840�体外诊断试剂， 6840�
体外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
输贮存），以上类别中包含的植入
和介入类产品除外， 以上类别中
包含的角膜接触镜、 助听器产品
除外

-

17 航信科技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
备案

粤 深 械 网 备
202003180468

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同上 -

18 发行人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 粤 ）
3J4403056069

深圳市南山
区应急管理
局

品种类别：第三类；经营品种：丙
酮 20吨 /年； 甲基乙基酮 5吨 /
年

2022-07-28

19 润和新材料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
记回执

914403006610071
97C001W - - 2025-09-16

注：编号HYG019的项目单均已失效，编号HYG4008的民用航空油料供应企业适航批准书属于编号HYG019民用
航空油料供应企业适航批准书的续期证书。

2、产品类资质
公司在取得上述经营业务资质后，销售的具体产品根据外部监管要求，需要进一步审批。 其中公司分

销的航空油料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的民用航空油料供应企业适航批准书项目单， 自主研发的产
品需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项目单、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或民用航空用化
学产品设计/生产批准函项目单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证人 名称编号 编号 发证单位 许可内容 有效期至

1 发行人 民用航空油料供应企
业适航批准书项目单 HYG019-001 中国民用航空

局
项目单附件确定的油料牌号、 油料规
范及适用的航空器、航空发动机型号 2021-11-07

2 发行人 民用航空油料供应企
业适航批准书项目单

HYG-4008-000
1（注）

中国民用航空
局

项目单附件确定的油料牌号、 油料规
范及适用的航空器、航空发动机型号 2023-11-04

3 航信科技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项目单

PMA0156-ZN-0
02

中国民用航空
局

客、货舱非受力件，具体为《客、货舱非
受力件能力清单》 及以后经批准的版
本

2023-12-30

4 润和新材
料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项目单

PMA0201-ZN-0
02

中国民用航空
局 项目名称：客、货舱非受力件能力清单 2023-11-17

5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项

目单
HH0001-006 中国民用航空

局 15-5-RH�擦拭纸系列产品 2023-06-24

6 润和新材
料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项目单

PMA0201-ZN-0
01

中国民用航空
局

项目名称：标牌；型号：标牌（灭火瓶）
GA3137-2177RH、标牌（小桌板二维
码标签）ZH120401ZZJ

2022-12-27

7 航信科技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
准书

CT-
SOA0150-0001-

ZN
中国民用航空

局
项目名称： 头戴式航空耳机； 型号：
HX1001型；HX2001型；HX3001型 2022-12-04

8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项

目单
HH0001-001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P-680�多功能溶剂干性清洗剂 2022-12-06

9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项

目单
HH0001-002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P-680PRO�多功能溶剂干性清
洗剂（加强型） 2022-12-06

10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项

目单
HH0001-003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452H�复方消毒液 2022-12-06

11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项

目单
HH0001-004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452�C.C元水?消毒液 2023-02-28

12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项

目单
HH0001-005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WH-01�C.C元水?免洗抑菌液 2023-02-28

13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35-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015�飞机客舱清洗剂 2022-07-13

14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36-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476�液体卫生剂 2022-07-13

15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37-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M-6027�空气清新消毒剂 2022-07-13

16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38-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018�飞机烤箱清洗剂 2022-07-31

17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41-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4045�皮革清洗剂 2022-07-31

18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43-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631�地毯清洗剂 2022-09-29

19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44-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B-5750�多用途溶剂清洗剂 2022-07-31

20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45-AAD
（注 1）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478�除臭剂 2022-09-29

21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57-AAD
（HH0001-007）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P-25567�25567漏气测试剂 2023.12.01

22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62-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B-5750M�5750M 多功能溶剂清
洗剂 2022-03-24

23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70-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640T�1640T 飞机厕所真空
管道清洗剂 2022-09-10

24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71-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640�1640飞机厕所真空管道
清洗剂 2022-09-10

25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72-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650�1650飞机外表清洗抛光
剂 2022-09-10

26 润和新材
料

民用航空用化学产品
设计 /生产批准函 HH0273-AAD 中国民用航空

局
RH-A-1537�1537飞机部件及外表通
用清洗剂 2022-09-07

27 航信科技 改装设计批准书 MDA417-ZN 中国民用航空
局

本批准书改装项目根据批准的深圳航
信《头戴式航空耳机技术资料清单》及
以后经批准的版本进行改装

-

28 润和新材
料 改装设计批准书 MDA497-ZN 中国民用航空

局

根据润和新材料《AV-DECHI-TAK
防腐改装项目（A320 系列、A330 系
列）项目说明书》要求，把 AV-DEC公
司的 HI-TAK 防腐减振胶带和自流
平密封胶安装到 A320 系列、A330 系
列飞机前 /后货舱和客舱湿区的地板
支撑部件上。

-

29 润和新材
料 改装设计批准书 MDA513-ZN 中国民用航空

局

润和新材料件号为 CASRI-3303-52
和 CASRI-3303-53 的华越飞机洁净
气体灭火器支架将民航二所件号为
CASRI-3303-02 和 CASRI-3303-03
的华越飞机洁净气体灭火器安装到波
音和空客飞机上。

-

注1：序号22“RH-B-5750M� 5750M多功能溶剂清洗剂”的有效期至2022年3月24日，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此批准函的续期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在续期手续完成前，润和新材料就此批准函对应的许可产品的生产已暂停。

注2：序号2，编号HYG019-001的项目单已失效，编号HYG4008-0001的民用航空油料供应企业适航批准书项目
单属于编号HYG019-001的续期。

3、进出口业务资质
公司在航材进出口业务流程过程取得的相关资质如下：

序号 持证人 证书名称 编号 备案单位 有效
期至

1 发行人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
回执

海关注册编码：4453161669；
检验检疫备案号：47006116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 长期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04955743 - -

2 润和新
材料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
回执

海关编码：441336077S；
检验检疫备案号：47794000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惠
州海关 长期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04815386 - -

3 航信科
技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
回执

海关编码：4403960EEP；
检验检疫备案号：47772012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 长期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04920546 - -

4 润贝（海
口）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海关注册编码：46011629PJ；

检验检疫备案号：4657300440 椰城海关 长期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嘉仑投资，实际控制人刘俊锋、张奇志和刘宇仑实际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关联采购、关联租赁，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1）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
（2）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嘉兴领科 采购商品 48.69 203.70 23.25

SKY公司 接受劳务 109.66 155.23 132.83

合计 158.35 358.93 156.08

（3）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租赁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张奇志 租赁 - - 0.77

合计 - - 0.77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

主债权人 合同号 /单据号
担保金额

履行期限 状态
保方 （万元）

1

刘俊锋、润
材实业（上
海）

发行人
中国交通
银行深圳
香洲支行

《综合授信合同》交银深 2018 年香洲
企借字 T022801号 30,000.00 2018.3.6至 2020.2.13

已履行完
毕

2 《抵押合同》香洲抵字 T2018022801 30,000.00 -

3 《借款单据》4432018000004722 3,000.00 2018.4.13 至 2019.4.12

4 《借款单据》44320180000013808 3,000.00 2018.9.28至 2019.9.27

5 《借款单据》44320180000018494 6,000.00 2018.12.5至 2019.12.3

6
刘俊锋、同
济实业 发行人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0525722 8,000.00 2018.12.20 至
2019.12.19

已履行完
毕7 《借款合同》编号：0550621 900 2019.5.17至 2020.5.17

8 《借款合同》编号：0544889 500 2019.5.27至 2020.5.27

9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刘俊
锋、发行人

航信科技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南山区支
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500 2019.6.28至 2020.6.27 已履行完
毕4.4009E+19

10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刘俊
锋、同济实
业

发行人
深圳市高
新投小额
贷款有限
公司

《授信额度合同》编号：X201900219 1,000.00 2019.12.2至 2020.12.1

已履行完
毕11 《单 项 借 款 合 同 》 编 号 ： 借

X201900219 1,000.00 2019.12.2至 2020.12.1

12 刘俊锋、同
济实业 发行人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综合授信合同》香洲企借 L202002 10,000.00 2020.2.28至 2022.1.21 已履行完
毕

13 刘俊锋、张
奇志、同济
实业

发行人
深圳市高
新投小额
贷款有限
公司

《授信额度合同》编号：X202000065 1,500.00 2020.3.13 至 2021.3.12
已履行完
毕14 《单 项 借 款 合 同 》 编 号 ： 借

X202000065 1,500.00 2020.3.13 至 2021.3.12

15
刘俊锋、同
济实业 发行人

中国建设
银行深圳
市分行

《人民币额度借款合同》 编号 ：
HTZ442008010CNED202000009 6,000.00 2020.4.25至 2021.4.20

已履行完
毕

16 额度项下提款通知书， 编号： 宝安
CNED202000009润贝 978 2020.4.28至 2021.4.27

17 刘俊锋，香
港和路明

润贝航空
（香港）

中国工商
银行 （亚
洲）有限公
司

《一 般 银 行 融 资 协 议》 编 号 ：
UCA-F-2017-0077(343)AW

3,000万港
元 2018.1.1至 2020.1.7 已履行完

毕

18 刘俊锋 发行人
深圳市大
沙河建设
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 之补充协
议约定的义务 -- 租赁合同期限 正在履行

（2）关联方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拆入 拆出 拆入 拆出 拆入 拆出

刘正填 - - - - 20.00 20.00

同济实业 - - - - 0.32 -

合计 - - - - 20.32 20.00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应收应付款项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预付账款 嘉兴领科 - - 18.82

应付账款 嘉兴领科 1.02 20.61 -

其他应付 SKY公司 61.34 - -

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往来款项主要系与嘉兴领科的预付款项和应付款项， 产生的主要原因系发行
人向嘉兴领科采购国产化航空原材料发生的费用。 发行人与SKY公司的其他应付款系发行人委托SKY公
司在台湾地区推广业务，根据协议约定的待支付给SKY公司的佣金。上述应收应付款项均是发行人开展主
营业务正常产生的往来款，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关。

（5）其他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同济实业控制的个人账户代公司支付费用，2019年至2021年代垫费用金额分别为5.00万元、

34.63万元和0.00万元，报告期内发生的由关联方账户代公司支付的费用已全部计入发行人管理费用，截至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制定完善的三会制度、内控制度及资金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三）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8-2020年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和《关

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对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予以了确
认，并批准了发行人2021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已认真审议了《关于确认公司2018-2020年关
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和《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关联
交易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份 简历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
职务

2021年
薪酬（税
前）

直接及间
接持股比

例

与公司的

其他利益

关系

刘俊锋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1965年

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拥有澳大
利亚永久居留权。 1988年毕业于西
安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1988 年至
1990 年就职于广州万宝电器集团
任工程师，1990年至 1993 年在英国
留学，1994年至 1995年就职于深圳
空港工贸发展公司任滑油部副经
理，1996年至 1997年就职于香港承
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1997 年至 2005 年就职于深圳市润
贝航化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5 年
创办深圳市润贝化工有限公司，
2017 年开始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香港嘉睿
信投资有
限公司

董事

90.88 74.50% 无

深圳市嘉
仑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香港嘉材
有限公司 董事

深圳嘉睿
信实业发
展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成都市宇
诚电子科
技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东莞市创
明电池技
术有限公
司

监事

徐烁华
董事 、副
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女 1981年

大学本科学历，中国香港籍。毕业于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2003 年任职于深圳市润贝航化
有限公司， 历任销售经理、 副总经
理，2017年开始在公司任职，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 180.17 2.94% 无

高木锐 董事 、副
总经理 男 1989年

大学专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
外居留权， 毕业于广州大学国际贸
易专业，2011年任职于润贝航化，历
任润贝航化销售经理， 区域销售总
监，2017年开始在公司任职，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深圳市航信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广东润
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执
行董事， 深圳市润贝航空新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 执行
董事。

- - 74.51 0.50% 无

刘宇仑 董事 男 1996年
中国国籍， 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
权，2018 年加入公司， 现任公司董
事、市场部经理。

深圳市嘉
仑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总经理

36.32 8.37% 无
成都市宇
诚电子科
技有限公
司

监事

刘迅 独立董事 男 1968年

大学本科学历，中国香港籍，毕业于
清华大学信息管理专业， 历任中国
长城财务公司投资部经理， 现任深
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新同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NTF�
Asset�Management�Limited）董事。

深圳市新
同方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董事

5 - 无

深圳新同
方阳明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总经理、
执行董事

深圳市水
木家园信
息科技有
限公司

监事

新同方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董事NTF�
Asset�
Manage-
ment�
Limited

杨槐 独立董事 男 1965年

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
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本
九州大学， 历任日本福冈工业科学
和技术振兴财团研究员， 日本科学
技术振兴事业团研究员， 北京科技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北
京大学工学院副院长、 工学院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特聘研究员，现
任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终
身教授。

- - 5 - 无

陈杰 独立董事 男 1978年
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
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
北京大学， 现任深圳市启承财税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

深圳市启
承财税管
理咨询有
限公司

总经理，
执行董事

5 - 无

深圳市动
车创富投
资有限公
司

董事

深圳市建
万乐业住
房服务有
限公司

总经理，
董事

深圳市滨
海酒店资
产有限公
司

董事

深圳市万
科前海公
馆建设管
理股份有
限公司

监事

深圳万通
南头城管
理运营有
限公司

董事

深圳市深
元咨询有
限公司

董事

深圳市兴
万实业有
限公司

监事

深圳市深
湾咨询有
限公司

董事

深圳市富
春东方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监事

深圳市万
鹏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监事

深圳市万
劲投资有
限公司

副董事长

深圳市共
创合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执行事务
合伙人

李云云 监事 女 1981年

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律专业，历
任晶创光电（深圳）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爱吉密封胶圈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采购主管，2008 年任职于润贝
航化，2017年开始公司任职，现任公
司采购部高级经理、市场区域总监。

- - 39.2 0.11% 无

郭玉卓 监事 女 1984年

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曾就职富士康
科技集团 C 次集团采购副课长，
2015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采购经
理。

- - 29.53 0.07% 无

欧瑞云 监事 女 1987年

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曾就职深圳
市延创兴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
管，2014 年任职于润贝航化，2017
年开始加入公司， 现任公司营销中
心主管。

- - 16.79 - 无

田野 副总经理 男 1986年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中级经济师。历任中国人
寿深圳分公司销售管理部经办，交
通银行深圳分行管培生、 对公业务
管理经理，2018年加入公司，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

- - 80.16 0.57% 无

周维 财务总监 女 1973 年

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中级会计师职称。毕业于香
港大学企业财务与投资管理专业，
历任湖北九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计、成本主管，香港嘉利国际集团东
莞分公司财务主管， 深圳市林普仪
器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09 年加
入公司任财务部经理。 现任公司财
务总监。

- - 52.37 0.36% 无

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嘉仑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俊锋

注册资本 7,0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7,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 8月 8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4栋 C11层 01C3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 4栋 C11层 01C3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项目投资（不含限制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市场营销策划、投资项目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经营电子商务；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物业管理；国际货运代理；从事广
告业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刘俊锋 5,600.00 80.00%

张奇志 700.00 10.00%

刘宇仑 700.00 10.00%

合计 7,0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审计）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1,816.08 21,758.88 36.51

嘉仑投资各股东的出资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非公开向不特定对象（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
形，亦未委托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其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
登记或备案程序。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俊锋、张奇志夫妇及其儿子刘宇仑。
刘俊锋直接持有公司2.26%的股份，并通过嘉仑投资、飞宇联盟和飞航联盟分别间接持有公司66.97%、

3.01%和2.26%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74.50%的股份。张奇志通过嘉仑投资间接持有公司8.37%的股份。刘宇
仑通过嘉仑投资间接持有公司8.37%的股份。

刘俊锋、张奇志和刘宇仑合计持有公司91.24%的股份，且刘俊锋一直担任发行人的执行董事、董事长、
总经理，刘宇仑自2020年8月起担任发行人的董事，该三人依其持股及任职能够对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以及日常经营、发展战略和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国籍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住所 身份证 /护照号码

刘俊锋 中国 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
路 XXXX 4403011965XXXXXX

张奇志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籍 澳大利亚珀斯 PB223XXXX

刘宇仑 中国 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
路 XXXX 4403011996XXXXXX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接C4版）

（下转C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