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2-027
债券代码：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 经事后核查，对《2021 年
年度报告》中部分内容披露更正如下：

一、“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更正前：
相关批复、许可、资质及有效期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资质名称 有效期 业务范围 /许可内容 持有人

1 排污许可证 2020 年 8 月 21 至 2023 年 8
月 20日

废水排水量 140吨 / 日，废气按
行业标准排放 三力士

2 取水许可证 202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2月 29日 20万立方米 /年 三力士

3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016年 4月 12日 进出口贸易 三力士

4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
案回执 2020年 5月 7日 经营类别：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三力士

5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013年 12月 30日 进出口贸易 浙江三达

6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019年 5月 16日 进出口贸易 智能装备

7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

2021年 8月 24 日至 2026 年 8
月 23日 生活污水排放 37立方米 /天 智能装备

更正后：
相关批复、许可、资质及有效期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资质名称 有效期 业务范围 /许可内容 持有人

1 排污许可证 2020 年 8 月 21 至 2023 年 8
月 20日

废水排水量 140吨 / 日，废气按
行业标准排放 三力士

2 取水许可证 202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2月 29日 20万立方米 /年 三力士

3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016年 4月 12日至长期 进出口贸易 三力士

4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
案回执 2020年 5月 7日至长期 经营类别：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三力士

5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013年 12月 30日至长期 进出口贸易 浙江三达

6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019年 5月 16日至长期 进出口贸易 智能装备

7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

2021年 8月 24 日至 2026 年 8
月 23日 生活污水排放 37立方米 /天 智能装备

二、“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主营业务分析”
更正前：
2、收入与成本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地区、销售模式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中化工行业的披

露要求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工业 1,001,475,270.8
2 713,015,239.96 28.80% 11.22% 29.87% -10.23%

分产品
橡胶 V带 846,133,964.83 558,129,520.33 34.04% 5.80% 18.88% -7.26%
其他 155,341,305.99 154,885,719.63 0.29% 54.27% 94.75% -20.73%
分地区
国内 863,353,588.78 629,520,698.85 27.08% 10.39% 29.36% -11.55%
国外 138,121,682.04 83,494,541.11 39.55% 16.88% 33.91% -2.11%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橡胶和塑料制
造业 橡胶 V带 558,129,520.33 78.28% 469,481,145.32 85.51% -8.46%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橡胶 V带 原材料 425,170,987.59 59.63% 314,465,195.11 57.28% 2.35%

橡胶 V带 人工工资 68,164,256.94 9.56% 49,904,481.88 9.09% 0.47%

橡胶 V带 折旧 27,664,991.31 3.88% 21,663,211.13 3.95% -0.07%

橡胶 V带 能源 62,531,436.54 8.77% 46,496,322.60 8.47% 0.30%

橡胶 V带 其他 48,627,639.37 6.82% 36,951,934.60 6.73% 0.09%

更正后：
2、收入与成本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地区、销售模式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中化工行业的披

露要求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工业 1,001,475,270.8
2 713,015,239.96 28.80% 11.22% 29.87% -10.23%

分产品
橡胶 V带 846,133,964.83 566,164,721.23 33.09% 5.80% 20.59% -8.21%
其他 155,341,305.99 146,850,518.73 5.47% 54.27% 84.65% -15.55%
分地区
国内 863,353,588.78 629,520,698.85 27.08% 10.39% 29.36% -11.55%
国外 138,121,682.04 83,494,541.11 39.55% 16.88% 33.91% -2.11%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橡胶和塑料制
造业 橡胶 V带 566,164,721.23 79.40% 469,481,145.32 85.51% -6.11%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橡胶 V带 原材料 408,853,409.33 57.34% 314,465,195.11 57.28% 0.06%

橡胶 V带 人工工资 71,766,887.61 10.07% 49,904,481.88 9.09% 0.98%

橡胶 V带 折旧 29,612,318.23 4.15% 21,663,211.13 3.95% 0.20%

橡胶 V带 能源 34,319,932.17 4.81% 46,496,322.60 8.47% -3.66%

橡胶 V带 其他 21,612,173.89 3.03% 36,951,934.60 6.73% -3.70%

三、“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投资状况分析”
更正前：
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名称

投 资
方式

是 否
为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投 资
项 目
涉 及
行业

本报告 期
投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资 金
来源

项 目
进度

预 计
收益

截 止
报 告
期 末
累 计
实 现
的 收
益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预 计
收 益
的 原
因

披 露
日 期
（ 如
有）

披 露
索 引
（ 如
有）

凤 凰
创 新
园

自建 是
智 能
制 造
业

11,271,640.
28

68,338,441.0
9

自 筹
资金 、
募 集
资金

75.88% 不 适
用

年产 5
亿 A
米 橡
胶 传
动 带
智 能
化 产
业 园
项目

自建 是 智 能
制造

46,590,910.
08

183,349,814.
55

自 筹
资金 11.82%

尚 处
于 建
设

2022
年 04
月 16
日

合计 -- -- -- 57,862,550.
36

251,688,255.
64 -- -- 0.00 0.00 -- -- --

更正后：
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名称

投 资
方式

是 否
为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投 资
项 目
涉 及
行业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资 金
来源

项目进
度

预 计
收益

截 止
报 告
期 末
累 计
实 现
的 收
益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预 计
收 益
的 原
因

披 露
日 期
（ 如
有）

披 露
索 引
（ 如
有）

凤 凰
创 新
园

自建 是
智 能
制 造
业

29,234,318.6
0

456,874,102.1
8

自 筹
资金 、
募 集
资金

59.28% 不 适
用

年产 5
亿 A
米 橡
胶 传
动 带
智 能
化 产
业 园
项目

自建 是 智 能
制造

46,590,910.0
8

183,349,814.5
5

自 筹
资金 11.82%

尚 处
于 建
设

2022
年 04
月 16
日

合计 -- -- -- 75,825,228.6
8

640,223,916.7
3 -- -- 0.00 0.00 -- -- --

注：凤凰创新园项目已完成结项及建设，相关厂房及设备已投入使用。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2021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文件已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上。 公司对《2021年年度报告》的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
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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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力士”）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2〕第 32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对此高度重视，现将问询
函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1.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0.01亿元，同比增长 11.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13 亿元，同比下降 33.1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38 亿元，与
2020年基本持平，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波动较大。 你公司主要业务为橡胶 V 带的研究、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受上游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和下游需求放缓的影响，盈利空间受到压缩，你公司最主要的
原材料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成本合计占 V带生产总成本的比例在 40%-50%，且价格波动大。 你公
司主要采取经销商模式，产品通过地区经销商销售给终端客户。

请你公司：
（1）说明经销模式的具体情况，包括经销商选取标准、客户是否主要为个人等非法人实体、经销模

式的定价机制等，以及前五大经销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及其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业务往来
年限、销售金额、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期后退货情况；

（2）说明经销模式下你公司销售收入的确认方法、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经销商的最终销售情况、期末应收账款及回款情况等，进一步说明是否存
在通过向经销商“铺货”的方式增加收入、利润的情形；

（3）结合收入季节性特征、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变化及趋势、成本费用确认依据和金额变动情
况、近三年分季度财务指标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变化与营业收入不匹配的原因，分季度财务指标变动趋势与以往年度是否一致，如否，说明原
因及合理性；

（4）说明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你公司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应对成本波
动的措施（如有）。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经销模式的具体情况，包括经销商选取标准、客户是否主要为个人等非法人实体、经销

模式的定价机制等，以及前五大经销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及其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业务往
来年限、销售金额、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期后退货情况

1、公司经销模式具体情况
（1）经销商选取标准
公司主要经销商客户基本为长期合作伙伴，经销商的选取通常参考经销商合作意愿、资金实力、

商业信誉、销售能力、销售区域等方面对经销商资质进行综合评定。
（2）经销商类型
公司主要合作的经销商客户均为法人实体，不存在经销商客户主要为个人等非法人实体的情形。

（3）定价机制
国内出厂价由公司统一制定，国际市场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定价。 公司每年对订货稳定、销售能力

强、且当年订货意向额较高的经销商给予一定的商业折扣。
2、公司前五大经销客户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业务往来
年限

2021年度
销售金额 期后回款情况 期后退货情况

1 REXONGROUPLIMITED 12年 6,684.91 21年年末应收已全额
回款 无期后退货

2 浙江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年 6,371.80 21年年末应收已全额
回款 无期后退货

3 广东科搏工业用品有限公司 16年 2,987.90 21年年末应收已全额
回款 无期后退货

4 长春龙成科技有限公司 3年 2,855.00 21年年末应收余额为
零 无期后退货

5 福建省利百代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6年 2,548.09 21年年末应收余额为
零 无期后退货

合计 21,447.70 - -

（1）REXON GROUP LIMITED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REXON�GROUP�LIMITED

注册地址 Room�813A,�8/F.,�Trade�Square,�681�Cheung�Sha�Wan�Road,�Kowloon,�Hong�Kong

成立日期 2009年 5月

注册资本 HKD10,000

②股东构成
单位：港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资本 占股比例
1 Song?Keng?Cheng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REXON GROUP LIMITED不存在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浙江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28908F0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秋湖村凤凰创新园
法定代表人 吴琼瑛
注册资本 3,333.3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 12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12月 16日至 2066年 12月 14日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品牌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
销策划；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特种设备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润滑油销售；汽车零配件零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
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冶金专用设备销售；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图文设计制作；平面设计；广告设计、
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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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电信业务；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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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股东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浙江贝恩吉工业品有限公司 3,333.33 100.00

合计 3,333.33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浙江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乘网络”）系公司非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由公司实际控

制人吴琼瑛间接控制，吴琼瑛同时在集乘网络担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
（3）广东科搏工业用品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科搏工业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4782992031M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华南五金电器城内 D 区 5 路 51、53、55、57、59、61、63、65、67、69、
71、73号

法定代表人 林高权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 12月 13日
营业期限 2005年 12月 1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销售及网上销售：工业皮带，轴承，工业润滑油，五金产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机电产
品，农业机械，叉车，起重设备，通讯设备，电气设备，机械配件，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金
属及金属矿，医疗用品，第一类医疗器械，日用品，纺织品，服装，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
器材；电气安装，通用设备修理、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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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股东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周美娟 630.00 63.00

2 奚林鹏 250.00 25.00

3 林高权 90.00 9.00

4 戴凌云 30.00 3.00

合计 1,000.00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广东科搏工业用品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4）长春龙成科技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长春龙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MA15BNGY6K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临河街三小区凯撒花园二区 1[幢]202号房
法定代表人 周月飞
注册资本 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 7月 31日
营业期限 2018年 7月 3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技术设计、开发、咨询、转让，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办公用品、标准件、劳保用
品、建筑装饰材料、普通机械及配件批发及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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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股东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周月飞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长春龙成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5）福建省利百代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省利百代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MA31UBK04J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厦工业区 4号楼
法定代表人 江素金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9月 18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9月 18日至 2065年 9月 17日

经营范围
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机电设备及配件、轴承及配件、五金制品、针纺织品、电子产品、通
讯器材、汽车配件、仪器仪表批发、代购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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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江素金 500.00 50.00

2 潘俊林 500.00 50.00

合计 1,000.00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福建省利百代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说明经销模式下你公司销售收入的确认方法、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经销商的最终销售情况、期末应收账款及回款情况等，进一步说明是否
存在通过向经销商“铺货”的方式增加收入、利润的情形

1、经销模式下公司经销收入的确认方法和确认时点
公司经销模式的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本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

权时点确认收入，其收入确认方法和时点如下：
（1）内销收入确认：对于某一时点转让商品控制权的货物中国境内销售合同，收入于本公司将商

品出库并移交客户且本公司已获得现时的付款请求权并很可能收回对价时,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
的控制权时确认。

（2）外销收入确认：对于某一时点转让商品控制权的货物中国境外销售合同，收入于商品发出并
货物在装运港装船离港且本公司已获得现时的付款请求权并很可能收回对价时，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
商品的控制权时确认。

2、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1）双箭股份
橡胶输送带等产品销售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对国内客户备货性质的销售，公司

将产品运送至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并由客户确认接受、 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时确认；

对国内客户工程项目的销售，公司将产品送达合同约定工程项目现场并由客户验收合格、已收取
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

对国外客户的销售，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装船，取得提单，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款权
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

（2）三维股份
输送带国内销售收入确认的时点为：①对客户备货性质的销售，公司在货物送达对方并在客户确

认后确认收入；②对客户工程项目的销售，公司在货物送达工程项目现场并验收合格时确认收入。
V带国内销售收入确认的时点为： 公司 V带销售主要采取经销模式， 在货物送达对方后确认收

入。
国外销售收入确认的时点为：按《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对各种贸易方式的主要风险转移时

点的规定确认。 公司主要以 FOB、CIF等形式出口，在装船后产品对应的风险和报酬即发生转移。 公司
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后确认收入：①产品已报关出口，取得装箱单、报关单和提单；②产品出口收入货
款金额已确定，款项已收讫或预计可以收回，并开具出口销售发票；③出口产品的成本能够合理计算。

报告期，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产品收入确认政策基本一致，符合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并符合行业惯例。

3、经销商的最终销售情况
2021 年度， 公司对前 20 大经销商的销售收入共 42,415.44 万元， 占当期经销模式收入比例达

42.93%。 经对当期前 20大经销商最终销售情况进行确认，截至回函日，共确认 18 家经销商的终端销
售情况， 公司对前述 18 家经销商客户的销售金额共 39,080.22 万元， 占前 20 大经销商收入比例为
92.14%。

2021年度，上述 18家经销商对外销售三力士产品销售金额合计 43,624.88万元，占当期三力士对
其销售收入比例为 111.63%。经销商终端销售情况良好，不存在向经销商“铺货”的方式增加收入、利润
的情形。

4、公司经销商期末应收账款及回款情况
公司 2021年度前 20大经销商在 2021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回函日是否全额回
款

1 客户一 经销商 6,684.91 2,162.82 是
2 客户二 经销商 6,371.80 2,615.32 是
3 客户三 经销商 2,987.90 132.16 是
4 客户四 经销商 2,855.00 - 是
5 客户五 经销商 2,548.09 - 是
6 客户六 经销商 2,283.07 66.78 是
7 客户七 经销商 1,904.10 - 是
8 客户八 经销商 1,686.33 - 是
9 客户九 经销商 1,596.84 51.25 是
10 客户十 经销商 1,522.60 - 是
11 客户十一 经销商 1,333.92 - 是
12 客户十二 经销商 1,333.06 - 是
13 客户十三 经销商 1,285.19 - 是
14 客户十四 经销商 1,229.38 8.68 是
15 客户十五 经销商 1,224.06 - 是
16 客户十六 经销商 1,210.80 - 是
17 客户十七 经销商 1,208.81 - 是
18 客户十八 经销商 1,097.87 - 是
19 客户十九 经销商 1,052.15 379.40 是
20 客户二十 经销商 999.56 - 是

由上表可见，公司前 20大经销商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已经全部回款，总体回款情况良好。
综上，公司经销商终端销售情况良好，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在信用期内，期后截至回函日已经全部

回款，公司不存在通过向经销商“铺货”的方式增加收入、利润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我们了解、评价公司与经销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合理性，并对关键内部控制运行有

效性进行了测试；
2、我们检查主要经销商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当；
3、我们分析并核查公司主要经销商变化情况，以及与新增和异常经销商交易的合理性及持续性，

并检查期后退货情况；
4、我们通过选取样本对主要经销商的部分销售实施细节测试，检查销售收入确认的依据是否充

分、恰当；
5、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经销商收入实施截止测试，评价经销商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6、函证主要经销商的应收账款余额及销售额，确认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本期收入金额是否真实、

准确；
7、我们对经销商销售收入进行了月度波动分析和毛利率分析，并与同行业进行了比较。
8、我们检查分析了主要经销商信用期合理性及应收账款余额合理性。
9、我们通过向经销商发放收入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了经销商终端销售情况。
10、我们检查了经销商期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政策基本一致，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符合行业惯例；
2、除已披露的关联方外，未发现主要经销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

系及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未发现公司经销商收入存在重大异常情况，未发现通过向经销商“铺货”的方式增加收入、利润

的情形。
（三）结合收入季节性特征、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变化及趋势、成本费用确认依据和金额变动

情况、近三年分季度财务指标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变化与营业收入不匹配的原因，分季度财务指标变动趋势与以往年度是否一致，如否，说明
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收入季节性特征、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变化及趋势、成本费用确认依据和金额变动情
况、近三年分季度财务指标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

（1）收入季节性特征
公司主营业务为橡胶 V带研发、生产、销售，收入呈现一季度较低，后三季度普遍较高的季节性特

征。 引致公司收入出现季节性的主要原因为：
①从生产角度，由于胶管胶带行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受春节长假影响，第一季度产量普遍

较低。
②从销售角度，农业机械用传动带产品，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第一季度是销售淡季，引致公司相

关产品第一季度销量较低；其他产品，则普遍应用于各类生产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春节长假
的影响。

（2）市场需求变化
橡胶 V带广泛应用于机械、农业、石油化工、交通等领域，下游行业为工业设备制造业、农业机械

制造业和运输机械制造业等机械工业行业。 除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公司
下游市场需求短暂收缩外，2019年-2021年公司下游市场需求呈整体增长态势，具体如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为 99,000 家，较 2019 年
末增加 26,453家，年均复合增长 16.82%。 2021全年，机械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26.00万亿元，较 2019增
加约 4.24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9.31%；2021 年全年利润总额为 1.61 万亿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0.29
万亿，年均复合增长 10.44%。

（3）产品价格变化及趋势
公司统一制定国内产品出厂价，国际市场则根据不同地区制定不同价格。 公司每年对订货稳定、

销售能力强、且当年订货意向额较高的经销商给予一定的商业折扣。 最近三年，公司对外销售的橡胶
V带产品价格以及定价政策无较大变化，产品价格保持稳定。

（4）成本费用确认依据和金额变动情况、近三年分季度财务指标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①成本费用确认依据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权责发生制、公司的会计政策确认成本费用。 公司存货成本

根据实际发出、领用的存货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根据实际领用按照
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各项期间费用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按权责发生制的要
求及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进行会计核算。

②公司分季度财务指标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2021年，公司与同行业收入、成本、期间费用等主要财务指标按季度分布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季度
公司 双箭股份 三维股份
金额 占全年 金额 占全年 金额 占全年

收入

第一季度 16,959.94 16.93% 37,655.09 19.65% 56,971.48 16.93%
第二季度 23,003.09 22.97% 46,450.39 24.24% 89,619.94 26.64%
第三季度 27,383.61 27.34% 49,303.14 25.73% 82,655.96 24.57%
第四季度 32,800.88 32.75% 58,213.18 30.38% 107,187.89 31.86%

成本

第一季度 10,804.10 15.15% 27,834.58 17.90% 44,774.67 15.61%
第二季度 13,711.14 19.23% 36,164.33 23.26% 77,667.23 27.08%
第三季度 19,485.18 27.33% 40,313.97 25.93% 71,525.73 24.94%
第四季度 27,301.10 38.29% 51,170.06 32.91% 92,839.61 32.37%

期 间 费
用

第一季度 2,763.97 24.98% 4,303.63 19.66% 5,912.47 19.46%
第二季度 1,925.92 17.41% 5,977.15 27.31% 7,067.58 23.26%
第三季度 2,922.77 26.42% 4,751.80 21.71% 7,650.42 25.18%
第四季度 3,450.11 31.19% 6,852.18 31.31% 9,751.64 32.10%

归 母 净
利润

第一季度 777.85 6.87% 5,783.08 38.86% 6,455.08 51.93%
第二季度 6,422.00 56.71% 3,527.86 23.70% 2,714.92 21.84%
第三季度 4,135.81 36.52% 4,636.51 31.15% 3,562.41 28.66%
第四季度 -10.65 -0.09% 935.42 6.29% -301.49 -2.43%

由上表可知，从收入来看，公司分季度收入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无明显差异，均呈现一季度收
入占比较低，后三季度占比较高的特征，与行业收入季节性特征相符；从成本来看，公司分季度成本情
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无明显差异，各季度变化主要受到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从期间费用来看，公
司分季度费用与同行业均呈现第四季度较高、前三季度较低的特征，主要系第四季度进行相关资产减
值计提影响；从净利润来看，公司 2021年度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较低，主要系当期持有的中信建投股
票价格大幅下跌所致。

2、近三年公司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与营业收入不匹配的原因
2019年-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变化率 2020年度 变化率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00,147.53 11.22% 90,044.87 -4.83% 94,611.82
净利润 11,276.87 -32.73% 16,762.39 29.74% 12,920.43
扣非后净利润 13,833.01 1.30% 13,656.12 39.66% 9,77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61.02 -11.14% 28,313.92 10.42% 25,642.02

（1）2020年较 2019年变化情况分析
2020年较 2019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4.83%，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39.6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10.42%， 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与营业收入不匹配主要系
由销售毛利、期间费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引致。 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变化率
销售毛利额 35,143.80 30,366.06 15.73%
期间费用 12,266.87 13,394.36 -8.42%
资产减值损失 3,149.36 4,170.43 -24.48%

注 1：上述变动已经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下述分析也都已经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注 2：变动影响已经考虑新收入准则导致的运费核算等影响。
销售毛利方面，2020年较 2019年增长 4,777.74万元，主要系公司产品 2020 年主要原材料天然橡

胶和合成橡胶价格下降引致， 引致公司销售毛利率水平上升。 期间费用方面，2020 年较 2019 年下降
1,127.49万元，主要系由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减免了部分社会保险费用引致。 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 2020 年差旅及广告宣传活动减少，相关费用支出进一步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方面，主要系由于
2019年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损失、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引致当期资产减值损失较大。

（2）2021年较 2020年变化情况分析
2021年较 2020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22%，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1.3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1.14%， 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与营业收入不匹配主要系
销售毛利额、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引致。 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变化率
销售毛利额 28,846.00 35,143.80 -17.92%
期间费用 11,062.77 12,266.87 -9.82%
资产减值损失 131.77 3,149.36 -95.82%
信用减值损失 242.96 1,572.61 -17.92%

销售毛利方面，2021年较 2020年下降 6,297.80万元，主要系公司产品 2021 年主要原材料天然橡
胶和合成橡胶价格上升引致。 2021年度由于行业整体下行，材料成本上涨导致毛利都在大幅下降。 期
间费用方面，2021年较 2020年下降 1,204.11万元，主要系汇率波动导致 2021 年度财务费用中汇兑损
失较 2020年度大幅下降。同时由于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增长，2021年度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较 2020年
度有较大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方面，主要系由于 2020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引致当
期资产减值损失较大。 信用减值损失方面，主要系 2020 年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引致当期信用减
值损失较大。

3、分季度财务指标变动趋势与以往年度比较
2019年-2021年，公司与收入、成本、期间费用、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季度
金额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收入

第一季度 16,959.94 15,261.24 18,561.80
第二季度 23,003.09 22,780.98 29,477.90
第三季度 27,383.61 23,015.73 22,048.20
第四季度 32,800.88 28,986.92 24,523.91

成本

第一季度 10,804.10 10,271.66 11,408.79
第二季度 13,711.14 12,828.00 21,211.01
第三季度 19,485.18 14,472.44 15,927.76
第四季度 27,301.10 17,328.97 12,877.77

期间费用
（注：不包含财务费
用）

第一季度 2,820.78 2,345.42 2,334.71
第二季度 2,258.05 3,090.95 3,520.75
第三季度 4,303.89 3,099.42 4,805.63
第四季度 3,299.01 3,112.63 5,012.5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第一季度 2,582.60 1,943.87 2,452.36
第二季度 6,566.41 5,860.14 4,740.55
第三季度 3,836.91 3,603.67 2,919.34
第四季度 895.23 2,416.66 1,354.94

从收入来看，最近三年各季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9 年第二季度收入占当年度收入比例较
大主要系当期公司新增天然橡胶的销售业务，最近三年收入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成本来看，公司营业成本变动主要受到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其中 2021 年第四季度营业成
本较高主要系当期新增医疗器械零售业务所致。 结合最近三年天然橡胶价格变动情况，公司成本变动
趋势与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天然橡胶期货结算价（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从费用来看，最近三年各季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与销售收入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 2021 年第三

季度费用较高主要系 8月份凤凰创新园项目建设完工，当月折旧摊销增加所致。
从净利润来看，最近三年各季度净利润分布趋势一致，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较高主要系当期为农

机产品销售旺季，农机产品所需的 V 带产品毛利相对较高，当期产品结构变化所致；第四季度净利润
较低主要系公司第四季度进行年终结算，导致管理费用增加、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各季度财务指标波动趋势基本一致，符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具备合理的商业逻
辑。

（四）说明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你公司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应对成本
波动的措施（如有）

公司主要产品为橡胶 V带，其主要原材料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化工原料等材料。 2021年以来，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供求关系调整、全球流动性变化、美元汇率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宏观影响，大
宗产品价格持续回升，引起公司原材料价格波动，未来原材料价格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公司利润产生不
利影响。

为应对上述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原材料采购方面：公司将及时了解主要原材料的行情信息，掌握原材料价格变化动态；与供应

商签订战略采购协议，提前锁定价格；可以对主要原材料进行套期保值对冲风险；优化生产工艺，提高
原材料利用效率。

2、产品销售方面：公司产品在国内橡胶 V 带市场处于行业主导地位，具有显著的产品定价主导
权，价格调整弹性空间较大，后续可以通过进一步调整出厂价格减少原材料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2.年报显示，你公司分产品业务包括橡胶 V 带和其他，其他本期营业收入为 15,534.13 万元，营业
成本为 15,488.57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54.27%、94.75%，毛利率 0.29%，同比下降 20.73%。

请你公司说明其他产品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类型、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客户和供应商
构成等；并结合该产品在本期的销量和价格变化、成本结构、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行业平均毛利率
水平等因素，分析相关产品收入成本增长、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说明其他产品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类型、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客户和供应商构成

等
公司其他产品收入主要包括天然橡胶生产销售、医疗器械贸易及厂房出租等。
天然橡胶生产销售业务由子公司西双版纳路博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博橡胶”）从老挝采购

进口天然橡胶，加工后在国内进行销售，其供应商主要为老挝天然橡胶收购代理商，其客户主要为国
内天然橡胶经贸公司。

医疗器械贸易业务为 2021年新增业务，由子公司浙江台州集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
远医疗”）经营。 集远医疗成立于 2021年 7 月 23 日，于 2021 年四季度获得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并开展医疗器械分销业务。 其供应商主要为中康中卫（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上游医疗器械经
销商， 其客户主要为杭州康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源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下游医疗器械经销
商。

厂房出租系公司将自有闲置厂房租赁给其他公司或个人。
（二）结合该产品在本期的销量和价格变化、成本结构、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行业平均毛利率水

平等因素，分析相关产品收入成本增长、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1、该产品在本期的销量和价格变化、成本结构
因公司批露的年报中数据存在统计口径上的错误， 导致在橡胶 V带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分类不

正确，修正前后数据如下：

收入类型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修正前

橡胶 V带 84,613.40 55,812.95 34.04% 5.80% 18.88% -7.26%

其他 15,534.13 15,488.57 0.29% 54.27% 94.75% -20.73%

修正后

橡胶 V带 84,613.40 56,616.47 33.09% 5.80% 20.59% -8.21%

其他 15,534.13 14,685.05 5.47% 54.27% 84.65% -15.55%

修正后公司 2021年度其他产品收入毛利构成具体情况如下：

收入类型 收入（万元） 收入占比 成本（万元） 毛利率

天然橡胶生产销售 11,182.31 71.99% 11,076.45 0.95%

医疗器械贸易 2,371.56 15.27% 2,298.66 3.07%

厂房出租及其它 1,980.26 12.75% 1,309.94 33.85%

小计 15,534.13 100.00% 14,685.05 5.47%

2、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行业平均毛利率水平等因素
2021 年度， 其他产品收入毛利率大幅下降原因主要为天然橡胶生产销售业务毛利率下降至

0.95%，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公 司 简

称 可比业务描述 可比业务名称 可比业务营业收入
（万元）

可比业务毛利
率

838665.NQ 中 联 橡
胶

天然橡胶、乳胶等产品的贸易
销售 橡胶类产品 3,969.25 6.33%

601118.SH 海 南 橡
胶 天然橡胶种植、加工以及销售 橡胶产品 1,453,557.72 1.96%

600500.SH 中 化 国
际 天然橡胶种植、加工及销售 天然橡胶 1,588,625.38 5.02%

毛利率平均值 4.44%

公司相关业务毛利率 0.95%

3、相关产品收入成本增长、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公司天然橡胶生产销售业务毛利率为 0.95%，较 2020年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包括：
（1）公司天然橡胶生产销售业务原材料绝大部分从老挝采购，2021 年老挝疫情全面爆发，中老边

境货物进出口管控措施收紧，货物过关需要频繁装卸并进行核酸检测，通关速度变慢。 相较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从国内采购，原材料的运输、通关成本显著升高；

（2）2021年天然橡胶价格相较于 2020年上涨幅度较大， 使得公司天然橡胶生产销售业务原材料
采购成本提高。

综上，公司天然橡胶生产销售业务 2021年毛利率大幅下降主要受老挝疫情以及天然橡胶价格上
涨影响，具有合理性。

3.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对“凤凰创新园”项目投入 1,127.16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6,833.84
万元，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和募集资金，项目进度为 75.88%。你公司在 2020年对“凤凰创新园”项目投
入 2,036.79万元，截至 2020年末累计投入 2.97亿元，项目进度为 74.33%。

请你公司：
（1）说明“凤凰创新园”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建设背景、启动建设时间、建设规模、预计

总体资金投入、产品产能、技术路线、项目技术、预计投产时间，并说明截至本期期末累计投入金额比
截至 2020年末累计投入金额少 2.29 亿元的原因，本期项目进度缓慢的原因，实施进度与预期是否一
致；

（2）说明本期支出款项的具体用途，是否存在流向与项目无关领域，涉及款项支出的交易对方与
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1）（2）、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凤凰创新园”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建设背景、启动建设时间、建设规模、预计

总体资金投入、产品产能、技术路线、项目技术、预计投产时间，并说明截至本期期末累计投入金额比
截至 2020年末累计投入金额少 2.29 亿元的原因，本期项目进度缓慢的原因，实施进度与预期是否一
致

1、项目建设背景、启动建设时间、建设规模、预计总体资金投入
“凤凰创新园”项目即由前次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和“智能

仓储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组成，公司为开展智能化无人潜水器业务并提升仓储自动化水平投资建设凤
凰创新园。 项目于 2017年 2月启动建设，预计总投资为 77,075.00万元，用地面积 182,586.00平米，建
筑面积 157,216.76平米，具体项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金额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 进度

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
新建项目 58,575.00 注 1 已终止，厂房自用及对外出租

智能仓储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18,500.00 2020/12/31 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

合计 77,075.00 - -

注 1：2021年 4月 27日， 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21年 5月 19日，公司
召开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中未实施完毕的“年产 150 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终止，该募投项目终止后的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产品产能、技术路线、项目技术、预计投产时间
（1）年产 150台智能化无人潜水器新建项目
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智能化大、中、小型各档潜水器共 150 台套，涉及的技术主要包括：自主导航

系统、驱动技术、照明摄像、高度计、前置声呐、侧扫声呐等，其中核心技术主要为自主导航技术和驱动
技术。 项目建设时上述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或合作研发，已形成了公司自有的专利技术权利，
项目专利技术实 53项。 项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以及获取有利的市场份额和预期盈利水平。 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保护股东
利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于 2021 年终止了该项目的实施，该项目已经完成的厂房、办公楼
用于公司自用及出租。

（2）智能仓储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主要系公司新建仓储配送中心，加大仓储面积、实施集中管理并提高自动化水平及仓储配送

能力，不涉及产能。 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能够实现按照指令自动完成货物的存取，并能对库存货物进
行自动管理，完全实现自动化作业，该系统具有提升配送管理水平与配送运作效率。 项目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截至本期期末累计投入金额比截至 2020年末累计投入金额少 2.29亿元的原因，本期项目进度
缓慢的原因，实施进度与预期是否一致

截至本期期末累计投入金额比截至 2020 年末累计投入金额少 2.29 亿元主要系工作人员在编制
年报中按该项目的在建工程金额填写，未考虑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所致。 截止回函日的投资金
额为 45,687.41万元，项目实施进度与预期基本一致。

（二）说明本期支出款项的具体用途，是否存在流向与项目无关领域，涉及款项支出的交易对方与
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本期支出款项明细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本期支付金额 款项性质

浙江元恒建设有限公司 1,007.00 凤凰创新园场外工程款项

浙江东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40.00
凤凰创新园展厅（含连廊）、消防水池土建、科研
楼、展厅、宿舍楼幕墙工程、科研楼室内装修等工
程款项

绍兴丰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00.00 厂区场地平整工程款项

广东齐创建设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172.28 消防喷淋工程款项

浙江吉泰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103.00 厂房、科研楼中央空调款项

其他 23家供应商（注） 501.16 工程款项

合计 2,923.43
注：其他 23家供应商的本期支付金额均在 100万元以下。 由上表可知，本期支出款项均用于凤凰

创新园项目，不存在流向与项目无关领域。
2、主要供应商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情况
（1）浙江元恒建设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元恒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792090322X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埠头村
法定代表人 沈来园
注册资本 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年 8月 22日
营业期限 2006-08-22至 9999-09-09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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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图文设计制作；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房屋拆迁服务；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
治理；金属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城乡市容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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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股东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沈来园 5,400.00 90.00

2 张茶珍 600.00 10.00

合计 6,000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浙江元恒建设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浙江东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东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777218658G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文化路 8号
法定代表人 徐月玲
注册资本 30,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 7月 4日
营业期限 2005-07-04至 9999-09-09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地基基础工程、装修装饰工程、园林古建
筑工程、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和施工、建筑幕墙工程
设计与施工、消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工程设计与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环保工程（以上均凭资质经营）；自有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经销：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
外)。

②股东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王烈铨 20,482.00 66.50

2 张春江 6,776.00 22.00

3 袁国炎 2,156.00 7.00

4 王栋 1,386.00 4.50

合计 30,800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浙江东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绍兴丰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绍兴丰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7125862228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州山
法定代表人 吴庆生
注册资本 6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年 6月 21日
营业期限 1996-06-21至 9999-09-09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叁级；经销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房屋拆迁；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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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吴庆生 420.00 70.00

2 高永娟 180.00 30.00

合计 600.00 100.00

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吴庆生是绍兴丰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系三力士实际控制人吴培生的堂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

联自然人：（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三）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款第（一）项、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吴庆生不属于上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述四类关联自然人，绍兴丰润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④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因项目建设需要与有建筑资质的绍兴丰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工程建设款业经有
资质的审价机构审定，其价格合理，不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4）广东齐创建设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齐创建设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总公司 广东齐创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288NQ50Y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港越路金城大厦住商楼 1幢 701室
法定代表人 王江生
注册资本 N/A
成立日期 2016年 10月 20日
营业期限 2016-10-20至 9999-09-09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服务；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室内装饰、装修；
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工程环保设施施工；消防设备、器材的批发；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
包；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②总公司股东构成 （下转D65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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