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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许江南 20,360.3970 51.68%

2 许晶 5,911.0830 15.00%

3 王光天 5,680.3200 14.42%

4 邱勤勇 3,550.2000 9.01%

5 厚鼎投资 2,400.0000 6.09%

6 陈为民 1,098.0000 2.79%

7 厚盛投资 200.0000 0.51%

8 厚泰投资 200.0000 0.51%

合计 39,400.00 100.00%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现有股东均为适格股东。
1、发行人现有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关联关系
（1）发行人各直接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江南与直接持有发行人15.00%股份的股东、董事许晶系父女关系，许

江南、许晶系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厚鼎投资、厚盛投资、厚泰投资均系许江南控制的企业且为发行人员工
持股平台；以及许江南、许晶、王光天、邱勤勇、陈为民均通过汇弘投资间接持有厚鼎投资、厚盛投资、厚泰投资相
关合伙份额。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发行人各自然人股东之间，各自然人股东与非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2）发行人各直接股东与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
发行人股东许江南、许晶、王光天、邱勤勇、陈为民均担任发行人董事；发行人董事、总经理潘中立持有厚鼎

投资0.4167%的财产份额；发行人监事章根宝持有厚鼎投资0.4167%的财产份额；发行人监事董新电持有厚盛投资
2.3000%的财产份额；发行人职工代表监事陈典友持有厚盛投资1.6500%的财产份额；发行人副总经理陈义祥持有
厚鼎投资0.4167%的财产份额；发行人副总经理郭军持有厚鼎投资0.4167%的财产份额；发行人副总经理余小兵持
有厚鼎投资0.3542%的财产份额；发行人副总经理李生炎持有厚鼎投资0.3542%的财产份额；发行人副总经理陈明
达持有厚鼎投资0.3542%的财产份额；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罗雪林持有厚鼎投资0.3125%的财产份额。除前述关联关
系外，发行人各直接股东与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人各间接持有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除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外，于发行人的间接持有人中，李全国持有厚鼎投资0.3125%的财产份额，王映平持有

厚盛投资2.4000%的财产份额，二人系夫妻关系；赵国军持有厚泰投资1.0000%的财产份额，陈春晓持有厚泰投资
0.4000%的财产份额，二人系夫妻关系。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发行人各间接持有人之间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发行人现有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负责
人及其签字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

2、员工持股平台
厚鼎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台县厚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8年11月19日

总出资额 2,4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2,400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劳动路1号

主要经营地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劳动路1号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
厚鼎投资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1.12.31/2021年度 7,214.71 2,414.71 6,485.82
厚鼎投资现持有发行人2,400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6.09%。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厚鼎投资合伙人出资和在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职

1 汇弘投资 普通合伙人 2,237.50 93.23% 一

2 陈义祥 有限合伙人 10.00 0.42% 副总经理

3 章根宝 有限合伙人 10.00 0.42% 监事会主席、总工程
师

4 潘中立 有限合伙人 10.00 0.42% 董事、总经理

5 范卫东 有限合伙人 10.00 0.42% 生产部

6 郭军 有限合伙人 10.00 0.42% 副总经理

7 余小兵 有限合伙人 8.50 0.35% 副总经理

8 李生炎 有限合伙人 8.50 0.35% 副总经理

9 司玉贵 有限合伙人 8.50 0.35% 研发负责人

10 陈明达 有限合伙人 8.50 0.35% 副总经理

11 丁锡英 有限合伙人 8.00 0.33% 国内贸易部

12 袁道林 有限合伙人 7.50 0.31% 安全部

13 李全国 有限合伙人 7.50 0.31% 环保部

14 罗雪林 有限合伙人 7.50 0.31% 财务总监

15 熊发新 有限合伙人 7.00 0.29% 工程部

16 张晓增 有限合伙人 7.00 0.29% 生产部

17 张平 有限合伙人 7.00 0.29% 质量部

18 许天敏 有限合伙人 7.00 0.29% 天新热电

19 邱华沙 有限合伙人 7.00 0.29% 企管部

20 徐荣华 有限合伙人 6.50 0.27% 办公室

21 严根栋 有限合伙人 6.50 0.27% 工程部

合计 2,400.00 100.00%
汇弘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台县汇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8年10月16日

总出资额 2,8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2,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许江南

公司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劳动路1号

合伙情况 许江南持有55.6295%合伙份额；许晶持16.1505%合伙份额；王光天持有15.52%合伙份额；邱勤勇持
有9.7%合伙份额；陈为民持有3%合伙份额。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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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弘投资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1.12.31/2021年度 18,749.67 14,291.62 6,583.70
厚盛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台县厚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8年11月22日

总出资额 2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200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劳动路1号

主要经营地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劳动路1号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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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盛投资的合伙人出资和在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职

1 汇弘投资 普通合伙人 38.30 19.15 一

2 胡尖尖 有限合伙人 6.00 3.00 环保部

3 王万源 有限合伙人 6.00 3.00 国际贸易部

4 谢敏威 有限合伙人 6.00 3.00 天新热电

5 徐杰锋 有限合伙人 6.00 3.00 生产部

6 唐 勇 有限合伙人 6.00 3.00 天新热电

7 张大玮 有限合伙人 5.20 2.60 环保部

8 陆 威 有限合伙人 5.20 2.60 生产部

9 娄斌波 有限合伙人 4.80 2.40 供应部

10 曾小春 有限合伙人 4.80 2.40 供应部

11 熊文泉 有限合伙人 4.80 2.40 生产部

12 万挺峰 有限合伙人 4.80 2.40 安全部

13 吴笑霞 有限合伙人 4.80 2.40 国际贸易部

14 冯正川 有限合伙人 4.80 2.40 研发中心

15 王映平 有限合伙人 4.80 2.40 质管部

16 万 真 有限合伙人 4.60 2.30 技术中心

17 董新电 有限合伙人 4.60 2.30 监事、总工办高级
工程师

18 朱志峰 有限合伙人 4.60 2.30 质管部

19 李俊敏 有限合伙人 4.60 2.30 供应部

20 徐勇智 有限合伙人 4.60 2.30 总工办

21 夏财联 有限合伙人 4.60 2.30 技术中心

22 王玉尧 有限合伙人 3.50 1.75 质管部

23 余加亮 有限合伙人 3.50 1.75 生产部

24 胡文荣 有限合伙人 3.50 1.75 生产部

25 刘华喜 有限合伙人 3.50 1.75 供应部

26 汪康敏 有限合伙人 3.50 1.75 生产部

27 陈典友 有限合伙人 3.30 1.65 职工监事、审计部

28 谢 涛 有限合伙人 3.30 1.65 工程部

29 陈庆锋 有限合伙人 3.30 1.65 质管部

30 夏 雨 有限合伙人 3.30 1.65 生产部

31 姜 亮 有限合伙人 3.30 1.65 人力资源部

32 郑鹏程 有限合伙人 3.30 1.65 国内贸易部

33 郑 洪 有限合伙人 3.00 1.50 工程部

34 葛 挺 有限合伙人 3.00 1.50 危废处理中心

35 徐志刚 有限合伙人 3.00 1.50 技术中心

36 徐晓峰 有限合伙人 3.00 1.50 企管部

37 曾传经 有限合伙人 2.70 1.35 危废处理中心

38 钟水平 有限合伙人 2.70 1.35 工程部

39 许 晖 有限合伙人 2.70 1.35 工程部

40 梁 亮 有限合伙人 2.70 1.35 财务部

合计 200.00 100.00
厚泰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台县厚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8年11月20日

总出资额 200万

实缴出资额 200万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劳动路1号

主要经营地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劳动路1号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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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泰投资的合伙人出资和在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职

1 汇弘投资 普通合伙人 143.40 71.70 一

2 钱远飞 有限合伙人 2.00 1.00 生产部

3 程 军 有限合伙人 2.00 1.00 天新热电

4 赵国军 有限合伙人 2.00 1.00 生产部

5 钟磊磊 有限合伙人 2.00 1.00 生产部

6 朱旭东 有限合伙人 1.80 0.90 环保部

7 金海鹏 有限合伙人 1.80 0.90 工程部

8 朱家庶 有限合伙人 1.80 0.90 生产部

9 洪贤希 有限合伙人 1.80 0.90 天新热电

10 郭官安 有限合伙人 1.80 0.90 技术中心

11 徐 玉 有限合伙人 1.80 0.90 工程部

12 王智平 有限合伙人 1.60 0.80 生产部

13 郭年春 有限合伙人 1.60 0.80 生产部

14 谢阅斌 有限合伙人 1.60 0.80 生产部

15 冯宗友 有限合伙人 1.60 0.80 办公室

16 程田松 有限合伙人 1.60 0.80 生产部

17 庞立华 有限合伙人 1.60 0.80 生产部

18 焦 俊 有限合伙人 1.40 0.70 生产部

19 徐清平 有限合伙人 1.40 0.70 工程部

20 吕永辉 有限合伙人 1.40 0.70 生产部

21 王环生 有限合伙人 1.40 0.70 环保部

22 徐勇生 有限合伙人 1.40 0.70 生产部

23 徐俊辉 有限合伙人 1.40 0.70 天新热电

24 刘季亮 有限合伙人 1.20 0.60 生产部

25 李中孝 有限合伙人 1.20 0.60 环保部

26 安祖桂 有限合伙人 1.20 0.60 财务部

27 方 鹏 有限合伙人 1.00 0.50 企管部

28 海振丹 有限合伙人 1.00 0.50 工程部

29 余德平 有限合伙人 1.00 0.50 办公室

30 王冬琴 有限合伙人 1.00 0.50 单证科

31 黄忠诚 有限合伙人 1.00 0.50 工程部

32 王哲琳 有限合伙人 1.00 0.50 工程部

33 厉则锋 有限合伙人 1.00 0.50 质管部

34 刘洪福 有限合伙人 0.90 0.45 人力资源部

35 华永水 有限合伙人 0.90 0.45 办公室

36 许喜明 有限合伙人 0.90 0.45 工程部

37 俞 诚 有限合伙人 0.90 0.45 总工办

38 许立青 有限合伙人 0.80 0.40 安全部

39 徐有高 有限合伙人 0.80 0.40 安全部

40 郑 韬 有限合伙人 0.80 0.40 环保部

41 葛志刚 有限合伙人 0.80 0.40 人力资源部

42 郑秉该 有限合伙人 0.80 0.40 安全部

43 罗 鑫 有限合伙人 0.80 0.40 安全部

44 陈春晓 有限合伙人 0.80 0.40 质管部

合计 200.00 100.00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及其现有股东与发行人相关方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或安排，

亦不存在与之相关的纠纷或潜在争议。
（三）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之“四、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持股意向及股份减

持的承诺”。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单体维生素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包括维生素B6、维生素B1、生物素、叶酸、维生素D3、

抗坏血酸棕榈酸酯、维生素E粉等。 公司产品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远销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
国家和地区，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具有较高的行业美誉度，同时公司主要产品维生素B6和维生素B1在全球亦有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DC级维生素B6”、“2,4,5-三氨
基-6-羟基嘧啶硫酸盐”、“高纯度叶酸”等8个细分规格产品获批《江西省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维生素B1绿色
合成技术”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及景德镇市科技奖，维生素B6噁唑法制备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获江西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维生素B6的制备方法”获景德镇市科技奖。

公司主要产品为单体维生素。 报告期各期，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99,591.89万元、226,484.56万元和
246,646.49万元，其中维生素B6和维生素B1合计占比分别为89.08%、75.02%和74.21%，是公司的主要产品。 随着生
物素在2020年实现量产，生物素产品收入占2020年、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分别为12.13%、9.37%，生物素成为公
司主要产品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及形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销售模式
（1）按客户类型划分
按客户类型不同，公司产品销售模式可分为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 直销模式是指直销客户采购公司产品后

自用（用于贴牌或生产终端产品），此类直销客户主要为下游生产厂商或其集团采购中心；经销模式是指经销客
户采购公司产品后进行批发或零售，此类经销商主要为进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

公司对经销商的销售属于买断式销售，公司与经销商在合同或订单中一般仅就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发货
日期、运费承担、结算方式等条款进行约定。 经销商自主选择销售对象、自主定价，经销商的销售区域、销售渠道、
定价策略等经营政策与公司独立。 公司与经销商之间不存在品牌排他性、终端价格管控、经销体系规范、区域划
分、出厂价折扣率、财务资助等安排。

公司具体的经销业务模式如下：
1）与经销商的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销商客户中除上海新维特、NUVIT（马绍尔）、NUVIT（BVI）、杭州博化和ORIENTAL�

GULLINAN� CO.,LTD.外，其他经销商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关系参见本节之“六、同业竞争及
关联交易”之“（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2）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经销商模式的比较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新和成、圣达生物、花园生物、兄弟科技和广济药业亦有采用经销商模式的情形，经销

商模式是维生素行业通用的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同时采取直销与经销的销售模式，主要系公司产品覆盖地区较广，应用领域较多，采用经销

商模式有助于稳定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模式实现的销售比例存在略高于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的情况。

由于公司产量规模大，规模效应较强，单位生产成本低，而且公司产品结构中，毛利率较高的非饲料级的维
生素产品占比较高，使得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3）经销商合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销商客户为非典型经销商，公司对经销商的影响力较弱。 公司的非典型经销商主要为进

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等贸易商，经销商的采购和销售体系均由其自主决定，公司与上述经销商并未签订排他
的经销协议，公司与经销商之间不存在品牌排他性、终端价格管控、经销体系规范、区域划分、出厂价折扣率或财
务资助等安排，经销商不存在专门销售发行人产品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定期对主要经销商客户进行回访，就每期回访结果进行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销商的
终端销售情况良好，报告期各期期末库存不存在异常情况。

公司经销商客户均为法人，不存在个人等非法人实体。
4）经销商现金回款和第三方回款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存在零星现金回款，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向岳阳盛岳化工有限公司现金销售硝酸

钠，不存在大量经销商现金回款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的第三方回款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经销模式收入 111,556.09 112,263.12 94,836.34

经销模式下第三方回款金额 5,048.72 7,875.30 9,900.88

经销模式下第三方回款比例 4.53% 7.02% 10.44%

其中：（1）同一集团内支付 739.94 2,551.06 2,085.31

（1）占经销收入比例 0.66% 2.27% 2.20%

（2）订单客户为经销商，由下游客户回款 4,159.21 5,152.11 7,468.74

（2）占经销收入比例 3.73% 4.59% 7.88%

（3）其他第三方回款 149.57 172.13 346.73

（3）占经销收入比例 0.13% 0.15% 0.37%
注：表格中收入均为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的第三方回款金额除同一集团内支付外，订单客户为经销商、由下游客户回款的占比

最高时不足8%，比例较小，且该等第三方回款主要系海外客户，符合海外客户的交易习惯，不存在异常经销商第
三方回款的情形。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经销模式销售收入不存在大量现金和异常第三方回款的情形。
（2）按销售区域划分
按销售区域不同，公司销售模式可分为内销和外销。 公司国内贸易部和国际贸易部分别负责境内外具体的

市场策划、产品销售工作。
公司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公司基于客户评级确定信用政策，评级标准主要参照客户交易额、客

户规模与实力、既往货款支付情况，并根据评级确定客户货款支付方式与信用政策。 公司对境内客户的结算方式
分为款到发货和到货后给予一定信用期的结算方式。 公司对境外客户的结算方式主要包括款到发货、信用证收
款以及银行托收/交单。

五、主要资产情况
（一）固定资产
1、主要固定资产概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55,230.23 12,049.10 - 43,181.13 78.18%

机器设备 102,568.45 34,855.48 - 67,712.97 66.02%

运输工具 1,436.98 1,162.43 - 274.56 19.11%

其他设备 1,589.08 726.99 - 862.09 54.25%

合计 160,824.74 48,793.99 - 112,030.75 69.66%
2、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生产及实验设备（单台账面原值1,000万元以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编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原值 净值 成新率

1 危废处理装置1# 1 2,018.71 1,215.92 60.23%

2 危废处理装置2# 1 2,016.77 1,214.50 60.22%

3 45吨锅炉 2 1,594.23 79.71 5.00%

4 65吨锅炉 1 1,419.02 1,159.41 81.71%

5 脱硫设备 1 1,167.89 936.48 80.19%

6 管路及钢平台#1 1 1,114.76 982.85 88.17%

7 三期蒸汽管路管架 1 1,060.20 804.00 75.83%

8 管路及钢平台#2 1 1,029.13 955.52 92.85%
3、房屋所有权情况
（1）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自有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取得的拥有房屋所有权属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证号 所有权人 用途 建筑面积（㎡） 地址 是否抵押

1 沪（2018）浦字不动
产权第033017号 天新药业 居住 178.59 祝家港路399弄28号1902室及36、38

号地下1层车位B005室（注1） 否

2 沪（2018）浦字不动
产权第033018号 天新药业 居住 178.59 祝家港路399弄28号1802室及36、38

号地下1层车位B004室 否

3 沪（2018）浦字不动
产权第048757号 天新药业 厂房 2,000.16 环桥路555弄30号 否

4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32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26.23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5号车间 否

5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33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314.48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VB1-2号车

间 否

6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48号 天新药业 工业 2,254.78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质检楼 否

7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117号 天新药业 工业 2,256.61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办公楼 否

8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36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314.48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VB1-1号车

间 否

9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37号 天新有限 工业 4,101.29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成品仓库 否

10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38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315.48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VB1-3号车

间 否

11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121号 天新药业 工业 863.77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食堂 否

12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120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340.70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固体一库 否

13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119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340.70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固体二库 否

14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43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26.23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酯化三车间 否

15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44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26.23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酯化二车间 否

16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46号 天新有限 工业 973.50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烯胺车间 否

17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118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168.12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缩合一车间 否

18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48号 天新有限 工业 961.92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车库 否

19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4号 天新药业 工业 2,679.37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宿舍 否

20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5号 天新药业 工业 431.59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化验楼） 否

21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6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219.26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桶装一库） 否

22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7号 天新药业 工业 317.42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中心配电

房1号） 否

23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53号 天新有限 工业 972.27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桶装原料

库3号） 否

24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8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76.22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浴厕1号） 否

25 乐房权证私字第
36555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67.00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动力车间） 否

26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3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219.26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桶装三库） 否

27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0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219.26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桶装二库） 否

28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49号 天新药业 工业 30.80 乐平工业园塔山工业区（风机房） 否

29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29号 天新有限 工业 658.02 乐平市塔山街道办沈家岭村黄坝桥 否

30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0号 天新有限 工业 4,32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1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1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17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2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2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45.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3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3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51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4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4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45.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5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5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254.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6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6号 天新有限 工业 24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7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7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45.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38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1号 天新药业 工业 2,244.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机修车间） 否

39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39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51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40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40号 天新有限 工业 1,445.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41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8052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32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缩合二车间） 否

42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42号 天新有限 工业 668.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43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7980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29.78 乐山市塔山街道办沈家岭村黄坝桥

（天新水泵房） 否

44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7981号 天新药业 工业 517.60 乐平市塔山街道办沈家岭村黄坝桥

（天新会所1号楼） 否

45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22号 天新药业 工业 556.62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46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23号 天新药业 工业 3,342.93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47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25号 天新药业 工业 39.48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49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28号 天新药业 工业 737.34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50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29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640.94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51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30号 天新药业 工业 918.06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52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31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624.50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53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33号 天新药业 工业 924.16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54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45号 天新热电 工业 3,348.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55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46号 天新热电 工业 4,86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56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47号 天新热电 工业 150.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57 乐房权证私字第
55948号 天新热电 工业 1,241.00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 否

58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37号 天新药业 工业 5,866.55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一车间 否

59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38号 天新药业 工业 5,866.55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二车间 否

60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45号 天新药业 工业 2,544.10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六车间 否

61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46号 天新药业 工业 5,375.47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五车间 否

62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47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37.15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液氯钢瓶库 否

63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48号 天新药业 工业 497.25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甲类仓库1 否

64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49号 天新药业 工业 2,279.81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七车间 否

65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50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491.23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桶装一库 否

66 赣2021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9451号 天新药业 工业 164.97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

区）甲类仓库2 否

48 赣2018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16427号 天新药业 工业 28.63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期A5、A6地块 否

序号 所有权证号 所有权人 用途 建筑面积（㎡） 地址 是否抵押

注1：第1、2项房屋为员工宿舍。
注2：第4至第44项房屋建设于规划用途为“工业”土地之上，房屋产权系由“天新有限”名称变更为“天新药业”

的房产，其中第6、7、11、12、13、17、19、20、21、22、24、26、27、28、38、41、43、44共18项房产已完成名称变更并取得更新
后证书，其余产权正在办理名称变更手续。

（2）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的自有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建筑名称 权利人 坐落地块名称 用途
2021年12月31日

账面价值
（万元）

建筑面积（m2）

1 第一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南区 生产车间 828.86 4,388.89

2 第四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南区 生产车间 710.53 3,269.79

3 一区消防水泵房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南区 辅助设施 87.02 240.00

4 一区动力车间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辅助设施 257.35 2,005.28

5 第二十五车间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生产车间 862.00 5,296.00

6 二期固体一库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
地块 辅助设施 693.33 4,756.54

7 二期固体二库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
地块 辅助设施 702.37 4,756.54

8 二期环保综合楼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
地块 辅助设施 108.29 970.58

9 三期叶酸中间体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生产车间 1,145.80 4,494.00

10 三区维生素H中间体
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生产车间 1,045.14 3,276.00

11 三区动力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辅助设施 418.62 1,974.00

12 三区甲类一库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辅助设施 209.89 1,316.00

13 三区甲类二库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辅助设施 13.37 119.00

14 三区甲类三库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辅助设施 68.88 342.00

15 三区辅助用房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辅助设施 105.44 471.00

16 三区食堂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辅助设施 203.84 889.02

17 危废中心危险品库1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区
C-17-3地块 辅助设施 141.74 745.00

18 危废中心危险品库3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区
C-17-3地块 辅助设施 195.96 1,465.00

19 危废动力车间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区
C-17-3地块 辅助设施 594.63 2,447.00

20 第三〇二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生产车间 1,398.81 4,422.91

21 第三〇三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生产车间 2,328.47 9,449.00

22 二期罗茨风机房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
地块 辅助设施 6.22 259.96

23 二期配电房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
地块 辅助设施 8.73 80.28

24 第二十六车间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
A-4-1-2地块 生产车间 1,900.76 6,247.00

25 热电三期主厂房 天新热电 塔山工业区
A-1-2-3地块 生产车间 694.25 1,973.50

26 热电三期综合楼 天新热电 塔山工业区
A-1-2-3地块 辅助设施 168.53 843.50

27 热电三期煤棚 天新热电 塔山工业区
A-1-2-3地块 辅助设施 417.36 2,592.00

28 区域控制室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
A-4-1-2地块 辅助设施 75.22 233.00

29 工具间一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
A-4-1-2地块 辅助设施 152.97 1,763.00

30 第二十七车间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
A-4-1-2地块 生产车间 2,050.72 6,289.00

31 二期八车间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
地块 生产车间 1,771.46 5,782.80

合计 19,366.55 83,157.59

上述房产主要为发行人的生产车间以及配套辅助设施，系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其中第1-19项建筑物
已办理竣工验收，正在进行工程备案手续；第20-24及28-31项建筑物已办理竣工验收，正在完善相关资料，准备
推进工程备案手续；第25-27项建筑物正在推进竣工验收手续。 上述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各项施工手
续合法、合规，办理权属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未能取得权属证书的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建筑名称 权利人 坐落地块名称 用途
2021年12月31日

账面价值
（万元）

建筑面积
（m2）

1 第十六车间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生产车间 57.75 1,450.00

2 第二十三&二十四车间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南
区 生产车间 244.02 3,162.06

3 危废环保在线监测房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区
C-17-3地块 辅助设施 1.70 24.00

4 污水池设备房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辅助设施

23.72

71.91

5 污水池控制室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辅助设施 247.00

6 污水池配电房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辅助设施 125.37

7 一期门卫（老区）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南
区 辅助设施

16.58
60.75

8 一期门卫（新区）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辅助设施 60.90

9 危废中心门卫（人流）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区
C-17-3地块 辅助设施

1.72
55.35

10 危废中心门卫（物流）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区
C-17-3地块 辅助设施 34.41

11 二期南门卫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地
块 辅助设施 17.90 40.77

12 二期东门卫 天新药业 塔山工业园B-13地
块 辅助设施 23.39 86.28

13 三期物流门卫 天新药业 江西乐平工业园二
期A5、A6地块 辅助设施 21.95 62.43

14 热电门卫值班室 天新热电 塔山工业区
A-1-2-3地块 辅助设施 2.03 55.00

合计 410.76 5,536.23

其中第1-6项建筑物系位于公司一期厂房内的建筑物，建造时间较早，因历史原因导致建设手续不全，暂无
法补办产证；第7-14项建筑物属于辅助性设施，因政府园区整体规划用地变更，导致发行人门卫室被动变更成为
建设在厂区建筑红线上的建筑，导致无法办理产证，该等房屋建筑物均系发行人门卫室，不属于发行人生产经营
活动的必需场所。 上述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建筑物面积共计5,536.23m2，占公司所有建筑物面积的2.93%，占比较
小。 相关房产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被行政处罚或强制拆除的风险极低。

2021年4月9日，经访谈乐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认：公司部分房产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系由历史原因造成，
该部分房产建于公司自有土地上，不存在权属纠纷。 在公司办理上述无证房产产权证书期间，不会要求公司搬
迁、拆除或对发行人进行处罚。 乐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亦出具《证明》，确认公司及天新热电自2018年1月1日起
至2022年2月23日，遵守国家土地管理及城乡规划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建设及其
他重大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理及城乡规划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情形。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江南及实际控制人许晶出具了《关于瑕疵物业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于本人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若公司（含子公司）因瑕疵房产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导致该等瑕疵

房产被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强制拆除、限期拆除或导致公司受到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等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本人
将及时、无条件足额补偿公司的上述损失。

本人进一步承诺，在承担上述款项和费用后将不向公司追偿，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本人承诺，若本人未能遵守、执行上述承诺，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本人将停止从公司

获得现金分红，相应现金分红金额由公司单独计提扣除用于执行上述承诺，直至执行上述承诺完毕为止。 在此期
间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执行上述承诺完毕为止。 ”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情况
（1）已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土地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属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编号 权利人 面积（㎡） 用途 使用期限至 座落地址 取得方
式

是否抵
押

1 乐国用（2005）第1220
变号

天新
有限 194,096.10 工业

用地 2054.08.01 江西乐平工业园
南区 出让 否

2 乐国用（2012）第847
号

天新
有限 40,966.10 工业

用地 2060.10.15 塔山工业区
A-1-2-2地块 出让 否

3 乐国用（2012）第1472
号

天新
有限 7,230.00 工业

用地 2062.07.22 塔山街道办沈家
岭村黄坝桥 出让 否

4 赣2017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02941号

天新
有限 101,358.40 工业

用地 2066.09.13 塔山工业园B-13
地块 出让 否

5 赣2017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03548号

天新
有限 106,056.00 工业

用地 2067.04.21 塔山工业园区
C-17-3地块 出让 否

6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22号

发行人 95,468.50 工业
用地 2058.12.05 江西乐平工业园

二期A5、A6地块 出让 否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23号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25号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27号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28号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29号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30号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31号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
权第0016433号

7 赣（2020）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163899号 发行人 20,139.80 工业

用地 2069.09.04 塔山工业园区
A-4-1-2 出让 否

8 沪（2018）浦字不动产
权第048757号 发行人 39,760.00 工业

用地 2061.01.30 环桥路555弄30号 出让 否

9 乐国用（2012）第846
号 天新热电 40,776.00 工业

用地 2060.10.15 塔山工业区
A-1-2-3地块 出让 否

10 赣（2022）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09592号

发行人、天
新热电 147,551.40 工业

用地 2070.10.28
天新二期西侧地
块一（塔山工业

园）
出让 否

11 赣（2022）乐平市不动
产权第0009593号 发行人 42,555.20 工业

用地 2070.10.28
天新二期西侧地
块二（塔山工业

园）
出让 否

注：自国务院于2014年11月24日发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于2015年3月1日起施行）以来，全国开始逐步实行
“房地合一”政策，上表第6项、第7项、第8项均为“房地合一”的《不动产权证书》，其中第6项土地上因取得了多项不动
产建筑物，因此出现多项《不动产权证书》，但所对应的均为同一块土地，宗地面积为95,468.50平方米。

（2）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办理的土地权属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坐落位置 权利人 面积（㎡） 价款

（万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编号
国有建设用地土
地出让金缴纳确

认函
取得方
式

1 乐安河南侧U11-1
地块 发行人 14,176 416.00 36201905020039 乐财非函字2020

第0006号 出让

上述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地块已经交付，正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以及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证书。 发行人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符合《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2、租赁物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租赁物业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人 出租人 地址 面积（㎡） 租赁用
途 房产证号 租赁期

上海博纳赛
恩

上海捷发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江
高科技园区
哈 雷 路 917
弄5号

907.91 办公或
实验

沪房地浦字
（2007）第001431

号
2022.03.01-2026.02.28

诺华赛分离技术
（上海）有限公

司

上海市浦东
新区张衡路
1690 弄 4 号
楼四楼整层
及一楼部分

820.00
生物医
药研发
及办公

沪房地浦字
（2011）第059480

号
2021.09.01-2027.04.19

天台
博纳赛恩 浙江新维士

浙江省天台
县平桥镇园
南路6号

48.00 办公
浙（2018）天台县

不动产权第
0001880号

2018.01.01-2027.12.31

公司已取得天台县房管事务中心出具的《浙江省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台居房租备上2020B2020B0049
号）。上海博纳赛恩向上海捷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租赁房屋原租赁期为2018年1月20日-2022年2月28日，该期间取
得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证明》（沪（2021）浦字不动产证明第14036739号）。 租赁到期后，
上海博纳赛恩与上海捷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续签合同至2026年2月28日，正在推进租赁备案办理手续。

上海博纳赛恩向诺华赛分离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租赁房屋因业主不配合办理租赁备案，该房屋租赁事项未
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租
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根据上述规定，发行人租赁房产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不会影响租赁合同的有效性，但发行人存在可能
会被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处罚款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未因上述租
赁房屋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而受到房屋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发行人目前使用上述房产不存在障碍，上述房产
未租赁备案登记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江南及实际控制人许晶已经出具《关于瑕疵物业的承诺函》，承诺将及时、无条
件足额补偿公司相关损失。 承诺内容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五、（一）固定资
产”相关承诺。

3、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的具体如下：

上述1-16项商标其原始申请人均为浙江天新，为将前述资产全部纳入上市公司体系内部，确保上市主体经
营、资产和业务的完整性，浙江天新分别于2017年、2018年将上述商标无偿转让给天新药业。

4、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专利情况的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号 专利权人 取得
方式

是否存在他
项权利

1 制备硫胺素二月桂基
硫酸盐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18.10.10 2018111774377

天新药业、太平化
学产业株式会社

（注1）
原始
取得 否

2 立体选择性合成手性
内酯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18.09.29 2018111506195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3 一种维生素B6结晶母
液的回收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10.10 201510651140X 天新药业 受让

取得 否

4 L-抗坏血酸-6-棕榈
酸酯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4.06.26 2014102947148 天新药业 受让

取得 否

5 一种L-抗坏血酸棕榈
酸酯颗粒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09.05 2011102605734 天新药业 受让

取得 否

6 盐酸吡哆醇的制备方
法

发明
专利 2011.01.14 2011100077692 天新药业 受让

取得 否

7 用于直接压片的维生
素B6颗粒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09.01.19 2009101148819 天新药业 受让

取得 否

8 一种制备环酰亚胺的
方法

发明
专利 2015.06.04 2015103048562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9
3-[（4-氨基-5-嘧啶
基）甲基]-5-（2-羟
乙基）-4-甲基噻唑硝

酸盐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12.27 2012105790464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10
2-甲基-4-氨基-5-

（氨基甲基）嘧啶的制
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4.11.26 2014106966218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11
3-[（4-氨基-2-甲基
-5-嘧啶基）甲基]

-5-（2-氯乙基）-4-
甲基噻唑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2.09.18 2012103468584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12

3-[（4-氨基-2-甲基
-5-嘧啶基）甲基]

-5-（2-磺酰氧乙基）
-4-甲基噻唑的制备

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12.22 2011104350212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13

4-甲基-3-[（2-甲基
-4-氨基-5-嘧啶基）
甲基]-5-（2-羟基乙
基）噻唑鎓硝酸盐的

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09.08.24 2009101158187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14 一种吡哆醛或盐酸吡
哆醛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11.12.26 2011104422371

浙江工业大学、天
新药业
（注2）

受让
取得 否

15 一种N-烷氧草酰丙氨
酸酯的化学合成方法

发明
专利 2010.05.12 2010101703059

浙江工业大学、天
新药业
（注2）

受让
取得 否

16
一种5-烷氧基-取代
噁唑类化合物的合成

方法
发明
专利 2010.12.31 2010106188868

浙江工业大学、天
新药业
（注2）

原始
取得 否

17 维生素B6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08.11.17 2008101362324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18 自流膜式光化学反应
器

实用
新型 2018.11.14 2018218778590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19 蒸汽冷凝水回收利用
系统

实用
新型 2014.11.25 2014207160524 天新药业 受让

取得 否

20
制备乙酰胆固醇-7-
酮对甲苯磺酰腙的方

法
发明
专利 2018.02.13 2018101485718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21 制备1,1,3-三氯丙酮
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17.04.19 2017102570484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22 利用羊毛脂制备胆固
醇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20.01.14 2020100369670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23 氯醇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20.09.15 2020109649709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24 25-羟基胆固醇合成
及纯化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21.03.25 2021103211127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25 纯化24-脱氢胆固醇
的方法

发明
专利 2021.03.25 2021103222066 天新药业 原始

取得 否

注1：公司与太平化学产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太平化学产业”）出具《关于共有专利权的确认函》：“该共有
专利的使用权及许可权由天新药业独家行使。 天新药业有权许可第三方使用共有专利，因天新药业许可第三方
使用共有专利产生的收益由天新药业单独享有。 未经天新药业书面许可，太平化学产业不得将共有专利许可第
三方使用。 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向第三方转让共有专利”。 发行人与专利共有人间相关约定明
确，在专利权期限内拥有合法的使用权，有权长期使用该共有专利。 该共有专利不属于发行人核心专利，发行人
与专利共有人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或向发行人转移利润的情况，与关联方不存在共享共用或利益冲突的情况；

注2：第14-16项为公司与浙江工业大学的共同共有专利，根据与浙江工业大学（以下简称“浙工大”）于2009年
5月签署的《浙江工业大学一一天新药业有限公司关于成立浙工大天新维生素类药物研发中心的协议》及后续签
署的《关于共有专利及相关事项之确认函》，该三项专利所有权由浙工大和天新药业共有，任何一方未经书面许
可，均不得擅自对外转让和对外许可实施。 该三项专利的使用权归属于天新药业独家所有，浙工大仅有权用于研
发的使用，未经天新药业允许无权用作商业目的使用。 天新药业有权就其使用该等专利所得享有收益，浙工大无
权就天新药业使用该等专利所享有的收益主张任何收益。 发行人与专利共有人间相关约定明确，在专利权期限
内拥有合法的使用权，有权长期使用前述3项共有专利。 前述3项共有专利不属于发行人核心专利，发行人与专利
共有人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或向发行人转移利润的情况，与关联方不存在共享共用或利益冲突的情况；

注3：除前述专利外，公司其余受让取得专利均系为了确保上市主体经营、资产和业务的完整性，浙江天新无
偿转让的专利。

5、域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域名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域名注册人 注册时间 到期日期 备案情况 取得
方式

是否存在权利限
制

1 jxtxpharm.com 天新药业 2013.11.23 2026.11.23 赣ICP备15005038号
-1

原始
取得 否

2 txpharm.com 天新药业 1999.09.09 2024.09.09 赣ICP备15005038号
-1

受让
取得 否

（三）特许经营权及与生产及经营相关的许可批准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均已具备开展生产经营所需的资质认证和许可证书，具体情

况如下：
1、药品生产许可证

序号 企业名称 药品生产许可证号 生产地址 生产范围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1 天新药业 赣20170017 江西省乐平市
乐安江工业园

原料药 （硝酸硫胺，
维生素B1，维生素B6
（A线）， 维生素B6
（B线），叶酸、维生
素D3）

江西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

理局
2022.06.22

2、GMP证书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地址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1 天新药业 JX20170016
江西省乐平
市乐安江工

业园

原料药 （硝酸硫胺、维
生素B1、 维生素B6（A
线、B线））

江西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

理局
2022.05.07

注：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有关事项的公告》规定“自2019年12月1日
起，取消药品GMP、GSP认证，不再受理GMP、GSP认证申请，不再发放药品GMP、GSP证书。 ”根据《药品生产监督
管理办法》，在取消GMP认证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药品品种、剂型、管制类别等特点开
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因此发行人GMP证书到期后不再续期，改由发行人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开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3、药品批准文号
序号 生产企业 药品名称 药品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1 天新药业 维生素B1 国药准字H20123118 2027.01.04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 天新药业 硝酸硫胺 国药准字H20084462 2023.09.20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3 天新药业 维生素B6 国药准字H20123105 2027.01.04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4、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序号 企业名称 证号 产品类别
和产品品种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1 天新药业 赣饲添（2020）
T07002

叶酸；硝酸硫胺（维生素
B1）；盐酸硫胺（维生素
B1）；盐酸吡哆醇（维生素
B6）；维生素D3；D-生物；

液态维生素D3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2025.05.24

2 天新药业 赣饲添（2017）
H07001

叶酸；d1-α-生育酚乙酸
酯；D-生物素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2022.09.19

5、江西省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证书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批准文号 发证机关

1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维生素B1（硝酸硫
胺）

赣饲添字（2012）170001
号 江西省农业厅

2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维生素B6 赣饲添字（2014）170001
号 江西省农业厅

3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维生素B1（盐酸硫
胺）

赣饲添字（2014）170002
号 江西省农业厅

4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饲料添加剂：维生素
D3微粒

赣饲添字（2017）634003
号 江西省农业厅

5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饲料添加剂：维生素E
粉

赣饲添字（2017）634004
号 江西省农业厅

6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饲料添加剂：2%d-生
物素

赣饲添字（2017）634005
号 江西省农业厅

7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叶酸

赣饲添字（2017）634002
号 江西省农业厅

8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17） 叶酸 赣饲添字（2015）634001
号 江西省农业厅

9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20） 饲料添加剂：D-生物
素

赣饲添字（2020）634006
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注）

10 天新药业 赣饲添字（2021） 饲料添加剂：液态维
生素D3（95%-110%）

赣饲添字（2021）634007
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注）

注：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8年10月24日下发的《关于印发〈江西省机构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江西省机构于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实施了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省委农工部、省农业
厅，组建省农业农村厅。 将省委农工部、省农业厅的职责，以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农业投资项目、省财政厅的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省国土资源厅的农田整治项目、省水利厅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省农业
农村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备案管理的通知》（农办牧
[2019]32号），自2019年3月29日起，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生产相关产品不再申请产品
批准文号，省级饲料管理部门不再审批核发相关产品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投入生产前，将产品信息通
过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备案系统进行网络在线备案。

因此，dl-α-生育酚乙酸酯、D-生物素作为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无需申请产品批准文号， 天新药业已经将产
品信息通过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备案系统”进行网络在线备案。

（下转C5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