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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食品生产许可证

序号 企业名称 证号 产品类别 品种明细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1 天新药业 SC20136028100
059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抗坏血酸棕榈酸酯；维
生素B1（盐酸硫胺）；维生素B6（盐
酸吡哆醇）；叶酸；氮气；食品营养强
化剂 硝酸硫胺素；食品营养强化剂
D-生物素；食品添加剂胆钙化醇

复配食品添加剂：一、复配营养强化
剂 D-生物素 1.配方I�二、复配营养
强化剂胆钙化醇（维生素D3）油 1.
配方II�2.配方III�3.配方IV�4.配方V�
5.配方VI�三、复配营养强化剂胆钙
化醇（维生素D3）粉 1.配方VII�2.配

方VIII�3.配方IX�4.配方X

景德镇市市场
监管局 2027.01.23

7、安全生产许可证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范围 发证机关 有效期至

1 天新药业 （赣）WH安许证字
[2008]0507号

MEO（噁唑，7kt/a）、L-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AP，300t/a）、维生素B1（7kt/a）、维生素B6
（6.5kt/a）、丁醛（1.8kt/a）、正丙基二氧七环

（2.8kt/a）、甲醇钠（40kt/a）、叶酸（1kt/a）、35%
硫酸（副产品，6kt/a）、盐酸乙脒（折固，

4700t/a）、脱氢胆固醇（A4，80�t/a）、20%氨水
（副产品，200t/a）、三氯丙酮（1500t/a）、2,4,5-
三氨基-6-羟基嘧啶硫酸盐（600t/a）、对氨基
苯甲酰谷氨酸（500t/a）、硝酸钠（副产品，
1kt/a）、维生素D3（折纯量，45�t/a）、硫内酯

（180t/a）、维生素H（折纯、90t/a）、硝酸铵溶液
（含量30%-50%，3.9kt/a）、硫代乙酸钾（120�
t/a）、甲酰嘧啶（2600�t/a）、α-乙酰基-γ-丁

内酯（4.5kt/a）

江西省应
急管理厅 2024.2.12

8、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企业性质 登记品种 有效期限至 登记机关

1 天新药业 360212031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

甲酸甲酯、甲醇钠甲
醇溶液、乙酸丁酯等 2023.11.26 江西省应急管理

厅
9、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证明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品种类别 生产
品种 主要流向 有效期至 登记

机关

1 天新药业
（赣）

3S3602000001
8

第三类 硫酸6,000吨/
年

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
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山

东省
2024.04.11 景德镇市应

急管理局

10、出口欧盟原料药证明文件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证明当局 有效期限至

1 天新药业 JX210004 维生素B1、维生
素B6、硝酸硫胺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 2023.08.10

注：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出口欧盟原料药证明文件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2011年6月
欧盟发布了原料药新指令2011/62/EU，要求对进口到欧盟成员国的原料药，自2013年7月2日起，其生产企业必须
取得出口国药品监管机构签发的证明文件。

11、出境饲料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
序号 企业名称 行政审批编号 预录入统一编号 许可机关

1 天新药业 W400420202600400002 2020P1000001123269 南昌海关
12、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

序号 企业名称 海关编码 检验检疫备案号 有效期

1 天新药业 36029601D2 3602600096 长期
13、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备案登记表编号

1 天新药业 02404102
14、排污许可证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行业类别 生产经营场所 有效期限

1 天新药业 91360200767014627G00
1P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江西省景德镇市

乐平市塔山工业园 2020.12.22-2025.12.21

2 天新热电 91360281693721715F00
1V 热电联产 江西省乐平市

工业园（塔山） 2022.05.23-2027.05.09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单体维生素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控股股东为许江南，实际控制人为许江南和许晶父

女。
1、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浙江天厚 许江南持股100%并担任执行董
事、经理 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投资活动。

2 天新置业 许江南控制的浙江天厚持股
74%，并担任执行董事

房地产开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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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汇弘投资 许江南持股55.63%并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许晶持股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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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厚鼎投资
许江南、 许晶控制的汇弘投资持
股93.23%， 汇弘投资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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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厚盛投资
许江南、 许晶控制的汇弘投资持
股19.15%， 汇弘投资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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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厚泰投资
许江南、 许晶控制的汇弘投资持
股71.70%， 汇弘投资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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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浙江天新 许江南持股55.5%并担任执行董
事，许晶持股18.5%并担任监事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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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上海纽瑞茵 许江南、 许晶控制的浙江天新持
股100%

生物技术（除食品、药品、血液制品）、饲料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饲料添加剂生产（具体项目详见许可证）、批发、零售，从事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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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厚德投资 许江南、 许晶控制的浙江天新持
股100% 实业投资。

10 浙江新维士
许江南、 许晶通过浙江天新控制
的厚德投资持股100%，许晶担任
执行董事

食品（含食品添加剂）、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妆品、饲
料添加剂生产、销售；茶叶种植；第一类医疗器械、体育器材
销售；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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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旭璇生物 许江南、 许晶控制的浙江天新持
股100%

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化妆品、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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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天诚醋业 许江南、 许晶通过浙江天新控制
的厚德投资持股60%

食醋酿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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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清如贸易注 许晶持股99%并担任执行董事

服装服饰、鞋帽、针纺织品、家居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批
发、零售，酒店管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从事货
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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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润丰小贷 许江南、 许晶控制的浙江天新持
股45%，许江南担任董事长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
务；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15 上海新维特 许江南、 许晶通过浙江天新控制
的旭璇生物持股100%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技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化工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化妆品、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五金配件的销售，第一类、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从事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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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NUVIT（BVI） 许江南、 许晶通过浙江天新控制
的旭璇生物持股100% 化学品、饲料添加剂的销售

17 NUVIT（马绍尔） 许江南、 许晶通过浙江天新间接
控制的NUVIT（BVI）持股100% 化学品、饲料添加剂的销售

18 NUVIT（HK） 许江南、 许晶通过浙江天新控制
的旭璇生物持股100% 无实际业务经营

注：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清如贸易处于注销公示中。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维生素业务的情况
1）浙江天新
浙江天新原从事原料药、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 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浙江天新已于2017

年底关闭维生素生产线，部分设备、商标、专利、域名等转让给公司，除转让给公司的资产外，浙江天新已将其余
生产设备报废处理。

2018年7月，浙江天新与天台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约定天台县土地储备中
心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对浙江天新拥有的生产用地天台国用（2007）第03353-03355号、天台国用（2007）第03357、天
台国用（2009）第00570号、天台国用（2014）第01190号国有建设用地进行收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浙
江天新已经将与维生素业务相关的厂房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处置完毕。

2021年1月，浙江天新经营范围变更为：“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删除了原经营范围中“原料药、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制造”相关内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浙
江天新保留了维生素B6、萘普生、萘普生钠原料药的药品再注册批件，保留该等药品再注册批件系因为该批件对
浙江天新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以此维持公司工商注册名称“浙江天新药业有限公司”中“药业”的企业行业属
性，从而保留“浙江天新药业”的商号。 但其已不具备生产能力，仅为投资平台，股权、业务、资产及人员等方面均
与公司保持独立，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为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浙江天新出具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与天新药业
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任何业务活动。

鉴于浙江天新已将与维生素生产业务相关资产进行完全清理，已不具备生产或潜在生产能力，同时出具了
不从事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活动的承诺，浙江天新未来恢复生产经营的可能性极低。

公司的资产完整，业务、人员、机构、财务独立，拥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
力，不存在独立性缺失问题，不存在对浙江天新的依赖。

2）浙江新维士
浙江新维士主要产品为食品、保健品，如营养补充剂、压片糖果、益生菌、软糖等，下游客户主要为膳食营养

补充剂、功能性食品的品牌商、零售商；公司主要产品为单体维生素，主要用于食品、药品、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下
游客户主要为饲料、食品、药品生产企业。 浙江新维士主要采购食品级原料、辅料等作为原材料，是公司的下游企
业。 浙江新维士股权、业务、资产及人员等方面均与公司保持独立，拥有独立的销售及采购渠道，与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

为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浙江新维士出具承诺，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与天
新药业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任何业务活动。

3）上海纽瑞茵
上海纽瑞茵的主要产品为复合维生素预混合饲料，即多种维生素与载体、稀释剂按不同比例配制的均匀混

合物，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和营养需求，主要客户为饲料加工企业、养殖场和贸易商。 上海纽瑞茵主要采购的原材
料为单体维生素，是公司的下游企业。

鉴于单体维生素价格波动较为明显，报告期内上海纽瑞茵也存在根据市场行情、下游客户需求及其存货情
况，从事单体维生素贸易业务的情形。 报告期各期，上海纽瑞茵复合维生素预混合饲料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未
经审计）比例均超过65%。

报告期各期，上海纽瑞茵自天新药业采购金额占其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26%、11.93%和7.93%，主要用于
复合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的生产。

上海纽瑞茵股权、业务、资产及人员等方面均与公司保持独立，主营业务与公司存在差异，拥有独立的销售
及采购渠道，与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上海纽瑞茵出具承诺，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与天
新药业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任何业务活动。

4）上海新维特、NUVIT（马绍尔）和NUVIT（BVI）
上海新维特、NUVIT（马绍尔）和NUVIT（BVI）为贸易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学品、饲料添加剂的销售。 为避免

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上海新维特、NUVIT（马绍尔）和NUVIT（BVI）出具承诺，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以任何
方式从事与天新药业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竞争关系的任何业务活动。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维生素相关业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浙江天厚、汇弘投资、厚鼎投资、厚盛投资、厚泰投资、厚德投资主要从事实

业投资或股权投资；天新置业从事房地产开发；旭璇生物为持股平台；天诚醋业从事食醋的生产销售；清如贸易
从事商贸业务且未开展实际经营，处于注销公示中；NUVIT（HK）未开展实际经营；润丰小贷从事小额贷款业务。
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从事的业务不同，不存在竞争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控制的企业情况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曾经的控制关系 经营范围

1 陕西宝新 报告期初至2019年4月，许江南曾
持股36.26%

原料药（凭许可证经营）制造；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制
造；经营本企业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进口原料加工、来料加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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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宝新主营业务为化学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的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甲芬那酸（甲灭酸）、安乃近、氟芬
那酸（氟灭酸）、托芬那酸（托灭酸）等灭酸系列产品，客户主要为医药生产企业及贸易商，以出口为主。 陕西宝新
的主要产品与公司的维生素产品存在显著区别，产品之间不存在相似性和可替代性。 2019年4月，许江南已将其
持有的陕西宝新全部股权转让给王光天、邱勤勇和娄世河，经转让后许江南不再持有陕西宝新股权。

陕西宝新的股权、业务、资产及人员等方面均与公司保持独立，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许江南，实际控制人为许江南、许晶父女。 许江南和许晶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节之“七、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简介”之“（一）董事”。
2、持有公司5%股份以上的股东
除许江南和许晶外，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为王光天、邱勤勇、厚鼎投资。王光天、邱勤勇情况

请参见本节之“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简介”之“（一）董事”，厚鼎投资详细情况详见“第三
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本情况”之“（二）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的其他股东为汇弘投资，其间接持有公司6.14%的股份，汇弘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第
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本情况”之“（二）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持有公司股份外，控制、共同控制的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除厚鼎投资、厚盛投资、厚泰投资外，实际控制人许江南、许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浙江天厚

公司名称 浙江天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3月26日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实收资本 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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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许江南持股100%。

经营范围 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投资活动。
浙江天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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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7.57 9,287.74 -193.85
2）天新置业

公司名称 景德镇市天新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7月31日

注册资本 1,080万元

实收资本 1,08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许江南

公司住所 江西省乐平市东风路50号（天新公寓）

股权结构 浙江天厚持股74%；天台新鑫持股16%；天台天翔持股10%。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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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新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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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6.88 6,602.83 -1,708.29
3）汇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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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浙江天新

公司名称 浙江天新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6年1月23日

注册资本 1,200万元

实收资本 1,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许江南

公司住所 浙江省天台县丰泽路215号

股权结构 许晶持股49%；许江南持股25%；王光天持股16%；邱勤勇持股1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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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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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26.33 56,867.35 3,350.02
5）上海纽瑞茵

公司名称 上海纽瑞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6月6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华明

公司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兰博路135号

股权结构 浙江天新持股100%。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除食品、药品、血液制品）、饲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具体项目详见许可证）、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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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纽瑞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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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97.75 2,276.31 626.39
6）厚德投资

公司名称 浙江台州厚德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10月9日

注册资本 505万元

实收资本 505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丹丹

公司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金盘中路207号

股权结构 浙江天新持股100%。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厚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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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5.71 264.35 -23.47
7）浙江新维士

公司名称 浙江新维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11月19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许晶

公司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花前工业园区园南路6号

股权结构 厚德投资持股100%。

经营范围
食品（含食品添加剂）、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妆品、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茶叶种植；第一类
医疗器械、体育器材销售；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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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维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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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62.95 8,692.74 3,122.55
8）天诚醋业

公司名称 岐山天诚醋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1月15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邱军良

公司住所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益店镇（原益锋小学院内）

股权结构 厚德投资持股60%

经营范围 食醋酿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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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诚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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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59 938.34 40.02
9）清如贸易

公司名称 上海清如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5月16日

注册资本 50万元

实收资本 -

法定代表人 许晶

公司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光泰路1999号31幢1384室

股权结构 许晶持股99%；张莲青持股1%

经营范围
服装服饰、鞋帽、针纺织品、家居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酒店管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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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如贸易自设立至今未开展经营活动，未实缴出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科目均无金额。 清如贸易因开业后

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被吊销，系经办人员未能与工商部门及时沟通办理注销事宜所致，许晶不承担个人责任。 根
据发行人注册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许晶具备担任发行人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发行人董事的情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清如贸易处于注销公示中。

10）润丰小贷
公司名称 天台县润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9月25日

注册资本 12,000万元

实收资本 1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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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浙江天新持股45%；潘丹丹持股20%；许伟高持股15%；夏永辉持股10%；浙江天申铜业有限公司持股
10%。

经营范围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其它经批准的业务。
润丰小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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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8.73 19,080.68 1,980.95
11）旭璇生物、上海新维特及上海新维特离岸公司
①旭璇生物

公司名称 上海旭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12年20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魏欣

公司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399弄1号917室

股权结构 浙江天新持股100%

经营范围
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
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化妆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五
金交电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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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维特

公司名称 上海新维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11年23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魏欣

公司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399弄1号919室

股权结构 旭璇生物持股1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技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食品经营（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饲料添加
剂、食品添加剂、化妆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五金配件的销售，第一类、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从事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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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上海新维特离岸公司
上海新维特为开展贸易业务及避免不必要的汇兑损益，设立了境外主体NUVIT（马绍尔）、NUVIT（BVI）和

NUVIT（HK），主要用于对接美元结算的供应商、客户的采购与销售。 三家离岸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NUVIT（马绍尔）：SHANGHAI� NUVIT� BIO-TECH� CO.,LTD.，2015年4月13日设立于马绍尔群岛，注册编

号：75808，发行股数50,000股，NUVIT（BVI）持有其100%股权；
NUVIT（BVI）：SHANGHAI� NUVIT� BIO-TECH� CO.,LTD.，2019年9月27日设立于英属维京群岛， 注册编

号：2023103，发行股数50,000股，旭璇生物持有其100%股权；
NIVIT（HK）：NUVIT（HONG� KONG）CO.,LIMITED，2019年10月11日注册于香港，注册编号：2881499，发行

股数10,000股，旭璇生物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NUVIT（HK）未开展经营。
④旭璇生物、上海新维特及上海新维特离岸公司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
旭璇生物、上海新维特及上海新维特离岸公司最近一年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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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86 1,650.86 263.02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浙江荣远 许晶持股 35%并担
任监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

2 天台荣远
浙江荣远持股50%，
许江南控制的浙江
天厚持股37%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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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科尔健注1
许江南和许晶间接
控制的厚德投资持
股40%

2-正丁基-4-氯-5-甲酰基咪唑（咪唑醛）、氯乙酸异丙酯、α-
乙酰基-γ-丁内酯、磷酸二氢钠、邻氯苯甲酸、2-乙基苯丙呋喃、
3，5-二溴-4-羟基苯甲酸、 甲灭酸 （粗品）、2，6-二氯二苯胺
（NP）、N- （α-氯乙酰基）-N-苯基-2，6-二氯苯胺（DC2）、
1- （2，6-二氯苯胺）-1，3-二氢吲哚-2-酮、 有机磷阻燃剂
（DOPO）、亚磷酸酯抗氧化剂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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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浙江天台民生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许江南和许晶通过
浙江天新持股 8%，
且委派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潘中立任董
事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发行、代
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
融机构的业务（上述业务不含外汇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5 嘉兴涟邦城事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许江南作为有限合
伙人持有55.56%合
伙份额 （未委派投
资 决 策 委 员 会 委
员）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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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景德镇荣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许晶通过浙江荣远
间接持股21%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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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2020年12月11日，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连云港市科尔健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0]
苏0724破6号）。 2021年8月12日，因科尔健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科尔健破产程
序。

科尔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1 厚德投资 80.00 40.00 货币

2 陈疆虹 54.00 27.00 货币

3 庄永舟 42.00 21.00 货币

4 林飞龙 24.00 12.00 货币

合计 200.00 100.00 -
其中陈疆虹担任科尔健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潘晓平担任监事。 厚德投资为财务投资者，未参与科

尔健的日常经营管理，对科尔健不构成控制。 科尔健主营业务为基础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与公司主营业务存
在较大差异。

4、控股、参股子公司
公司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6家全资子公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博纳赛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博纳赛恩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博纳赛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9月19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555弄30号1层

主要经营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555弄30号1层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100%持股

主营业务
生物医药、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工产品（不包含危险品）的研发，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
技术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

售。
上海博纳赛恩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1.12.31/2021年度 2,862.18 1,092.04 170.59
注：上海博纳赛恩已包含在审计范围中但未单独出具报告

2）天新热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天新热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乐平市天新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9月4日

注册资本 1,800万元

实收资本 1,800万元

注册地址 江西省乐平市工业园（塔山）

主要经营地 江西省乐平市工业园（塔山）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100%持股

主营业务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煤渣销售
天新热电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1.12.31/2021年度 16,188.65 7,114.02 1,391.39
注： 天新热电已包含在审计范围中但未单独出具报告
3）天台博纳赛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天台博纳赛恩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台县博纳赛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11月29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平桥镇园南路6号

主要经营地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平桥镇园南路6号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持股100%

主营业务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销售
天台博纳赛恩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1.12.31/2021年度 1,200.56 117.85 67.56
注：天台博纳赛恩已包含在审计范围中但未单独出具报告
4）博厚生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博厚生物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乐平市博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4月2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150万元

注册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塔山工业园

主要经营地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塔山工业园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持股100%

主营业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博厚生物于2021年4月2日新设立，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21.12.31/2021年度 81.49 81.49 -18.51
注：博厚生物已包含在审计范围中但未单独出具报告。
5）宁夏天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宁夏天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夏天新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15日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注册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小坝镇汉坝东街19号

主要经营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小坝镇汉坝东街19号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持股100%

主营业务 尚未开展实际经营
宁夏天新于2022年3月15日成立，因此该公司无2021年的财务报表。
6）青铜峡天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青铜峡天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青铜峡市天新热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万元

注册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小坝镇汉坝东街19号

主要经营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小坝镇汉坝东街19号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持股100%

主营业务 尚未开展实际经营
青铜峡天新于2022年3月16日成立，因此该公司无2021年的财务报表。
（2）公司参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参股子公司。
（3）公司报告期内注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注销子公司的情况。
5、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均为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高

级管理人员情况请参见本节“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控制企业的情况如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除公司和已披露的关联方

以外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公司任职
情况 对外投资企业 经营范围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份

额

1 许晶 董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
金澔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2.4331%

2 许晶 董事
中金康润贰期（宁

波）医疗健康创业投
资母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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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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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27%

3 杨延莲 独立董事 北京益延远杰科技有
限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5.3880%

4 郭军 副总经理 武汉交泰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如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在公司及子公司以外的单

位兼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公司
任职情况 其他任职单位 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关联关系

1 许江南 董事长

汇弘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浙江天厚 执行董事、经理 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
业

浙江天新 执行董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润丰小贷 董事长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天新置业 执行董事 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
业

2 许晶 董事

浙江荣远 监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企业

浙江天新 监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清如贸易注 执行董事、总经理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3 王光天 董事

陕西宝新 监事 发行人董事、5%以上股东参股
公司

杭州博化 执行董事 发行人董事、5%以上股东控制
的公司

天新置业 监事 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
业

天台新鑫 执行董事、经理 发行人董事、5%以上股东控制
的公司

4 邱勤勇 董事
浙江新维士 监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

天台天翔 执行董事、经理 发行人董事、5%以上股东控制
的公司

5 潘中立 董事、总经理

天台民生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参股的企业

天台荣远 监事 公司实际控制人有重大影响的
其他企业

6 刘桢 独立董事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合伙人 无关联关系

7 杨延莲 独立董事

中科院纳米标准与检测
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无关联关系

北京延康远泰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独立董事持有55.75%财产
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其他企业

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限
公司 董事 杨延莲担任董事并间接持股

10.14%的其他企业

8 孙林 独立董事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其他

企业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其他

企业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 高级合伙人 无关联关系

注：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清如贸易处于注销公示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江南、许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所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主要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浙江天台九川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许江南之妻兄持股20%并担
任监事会主席

新材料研发；铜箔、铜带、铜管、铜棒、不锈钢带、碳钢带、铝
材、铝盘条的加工及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解铜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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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县广信贸易有限
公司

许江南之妻兄持股50%并担
任监事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3 浙江天台鼎丰铝业有
限公司 许江南之妻兄持股30% 以下常用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铝带、铝板、铝管、铝棒、铝铸

件。 铝材、铜材、不锈钢板材、碳钢板、碳钢带销售。

4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许晶配偶 （许江南女婿）之
父亲担任董事、总经理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基
金销售。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所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亦构
成公司的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天台新鑫 王光天持有10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
事、经理 产业投资、实业投资。

2 陕西宝新 王光天持股27.08%并担任监事，邱
勤勇持股16.92%注1

原料药（凭许可证经营）制造；中间体（不含危险化
学品）制造；经营本企业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进口原料加工、来料
加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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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海宏川塑胶模具有
限公司

王光天之妻弟持股70%并担任执行
董事

塑料制品的冲压、切割、加工，线材切割加工，五金
加工，模具的生产、加工，文体用品、五金交电、钢
材、 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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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杭州博化 王光天持股39.2%并担任执行董事，
陈为民之子持股10%

生物技术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食品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批发、零售：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饲料添
加剂，食品添加剂，化妆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五
金配件，第一类医疗器械经营；从事货物与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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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天台天翔 邱勤勇持股100%并担任执行董事、
经理 产业投资、实业投资

6 深圳前海鼎泰高新科
技有限公司注4

邱勤勇女婿之母持股90%并担任执
行董事、经理

一般经营项目是：高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能
源、生物医药项目及产品的投资、开发；养老产业、
旅游产业、农副产业、保健产品的投资、开发；物业
租赁；家政服务；会议展览；从事广告业务；投资咨
询；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 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互联网信息
服务业务；石油化工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装
饰工程及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在取得合法使用权
的土地方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仓储业务；从
事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教育培训；出国留学中介服
务。

7 天台县彩星电器有限
公司（吊销）注2

邱勤勇之兄持股50%并担任执行董
事、经理，邱勤勇之兄嫂持股50%并
担任监事

家用电器、厨具、通讯设备、电子配件批发零售。

8 天台县绿茵园艺场 陈为民之妹夫持股100% 花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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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民之子持股100%并担任董事 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销售。

10 北京延康远泰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杨延莲持有55.75%财产份额并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销售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11 北京中科纳泰科技有
限公司

杨延莲报告期内曾担任董事并间接
持股10.54%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技术推广；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医药信息咨询；健康咨询、健康管
理 （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销售保健食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保健食品、 零售药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12 德州博远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杨延莲之妹夫持股90%并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普通货物；货运出租；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
保鲜、罐式）；大型货物运输（二类）；物流服务；货
运代理；信息配载；搬家运输；搬运装卸；汽车及配
件销售；停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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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北京纳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吊销）注3

杨延莲持有该公司30%的股权；杨延
莲之配偶持有该公司70%的股权

技术开发、转让、培训、咨询；销售：百货、计算机软
件、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

14 平原县天美有机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

杨延莲之妹夫持有该公司50%的股
权；杨延莲之妹持有该公司12.5%的
股权

为成员组织采购、 供应蔬菜种植所需的生产资料；
组织采购、销售成员的产品，开展成员与蔬菜种植
有关的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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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孙林担任独立董事

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电子控制单元和
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研发、销售，电子设备及机械设
备的研发、销售，电子元器件的销售，提供相关技术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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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孙林担任独立董事

增值电信业务（凭证经营）；服务：计算机软件研
究、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成年人的非
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 （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
外），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财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代理纳税申报，代理记账；批发、零
售：计算机软硬件、办公用品；劳务派遣；其他无需
报经审核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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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武汉华瑞卓能科技有
限公司

郭军之弟持股60%并担任执行董事；
郭军配偶姐姐持股40%

计算机网络工程及技术服务；节能环保工程及技术
服务；计算机网络设备、节能环保设备、医药中间
体、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化工设备的批发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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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武汉泰达迅电子信息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郭军持有20%财产份额

一般项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企业管
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除许可业务
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19 天台杭绍台高速投资
有限公司 潘中立之妹夫担任董事、经理 高速公路投资建设。

20 上海山际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刘桢之子持股100%并担任执行董事

许可项目：代理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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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代理
代办服务；个人商务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财务咨询；税务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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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上海睦鑫商务咨询工
作室 刘桢之子持股100%

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个人商务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健康咨询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
务；礼仪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办公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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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上海宏玘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王光天之妻弟持股60%并担任执行
董事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模具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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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山东纳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杨延莲之夫兄持股100%并担任执行
董事兼经理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进出口业
务；健康咨询（不含医疗、心理咨询）；经济贸易咨
询；会议服务；仪器仪表的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不
含特种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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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孙林担任独立董事 房地产开发；公用设施投资、开发、建设、租赁、经

营、管理；实业与科技投资。
注1：2019年4月，许江南将其持有的陕西宝新5%股权转让给娄世河，将19.24%的股权转让给王光天，将12.02%

的股权转让给邱勤勇。 上述股权转让款均已支付完毕。
注2：天台县彩星电器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被吊销，尚未注销。
注3：北京纳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22日被吊销，尚未注销。
注4：深圳前海鼎泰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12月3日注销。
7、报告期内曾经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
（1）已注销的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原关联关系 注销原因

1 金丰生物
浙江天厚曾持股49%；许江南曾持股25%并担任董事；王光天曾持
股16%并担任董事长、经理；邱勤勇曾持股10%并担任董事；许晶
曾担任董事；潘中立曾担任董事。 已于2019年7月3日注销。

未实际开展业务，股东决定
注销该企业

2 新金生物 浙江天新曾持股100%，王光天曾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已于2018
年7月26日注销。

未实际开展业务，由浙江天
新吸收合并

3 江西尚楷 发行人曾持股100%。 已于2018年12月28日注销。 发行人吸收合并

4 上海承前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许晶配偶持股100%并担任执行董事。 已于2021年1月22日注销。 未实际开展业务，股东决定

注销该企业
上述已注销的关联方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注销的情况。
（2）已转让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原关联关系 目前状态

嘉隆物业 许江南之妻曾持股35%并担任监事 许国友持股100%
嘉隆物业成立于2009年9月，注册资本为50万元，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 2021年3月，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江

南之妻张莲青将其持有嘉隆物业的35%股权转让给许国友。 经转让后张莲青不再持有嘉隆物业股权。
（3）其他曾经的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姓名/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袁林华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监事 -

2 范卫东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副总经理 -

3 北京中科纳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杨延莲曾担任执行董事、经
理，已于2020年8月辞去上述职务

生物技术推广；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
设备、实验室器材、实验室设备、仪器仪表、第一类医疗
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生物制剂（药品除
外）；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检测、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转让；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4 天津中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杨延莲曾担任执行董事，已
于2020年7月辞去上述职务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
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医药信息咨询；健康管理咨询；
I类、II类、III类医疗器械的生产；I类、II类、III类医疗器械
的销售；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医疗器械技术支持、
医疗器械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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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完整、准确地披露关联
方关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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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成本比例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成本比例 金额 占同期营业
成本比例

浙江新维士 维生素片 199.02 0.14% 311.97 0.30% 341.90 0.35%

杭州博化 材料采购 - - 339.60 0.32% 21.24 0.02%

上海新维特 材料采购 - - - - 86.21 0.09%

上海纽瑞茵 加工费 271.68 0.19% 176.53 0.17% - -

天诚醋业 醋 0.35 0.0002% 0.35 0.0003% 0.34 0.0003%

合计 471.05 0.33% 828.46 0.79% 449.68 0.45%
报告期各期，公司关联采购占营业成本比例均低于1%，相关交易的总体金额和占比影响很小。
报告期内，公司向科尔健采购的主要产品为乙酰丁内酯，为生产用原材料。 公司向浙江新维士采购主要的产

品为维生素片，主要用于发放员工福利。公司向杭州博化主要采购生物素（粗品）等生产用原材料。公司向上海新
维特采购的主要是叶酸（粗品），为生产用原材料。 公司委托上海纽瑞茵加工的产品为维生素E粉。 公司向天诚醋
业主要采购食醋，系公司员工食堂日常调味用品。

报告期内关联采购系根据公司业务需要发生，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原则协商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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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金额 同期收入占
比 金额 同期收入占

比 金额 同期收入占
比

浙江新维士 维生素等 148.06 0.06% 139.66 0.06% 47.28 0.02%

上海纽瑞茵 维生素等 930.13 0.37% 1,641.55 0.71% 856.67 0.42%

杭州博化 维生素等 - - 476.50 0.21% 460.94 0.23%

上海新维特 维生素等 51.86 0.02% 393.26 0.17% 524.71 0.26%

NUVIT注 维生素等 864.82 0.34% 2,657.49 1.15% 1,258.36 0.62%

ORIENTALGULLI-
NANCO.,LTD. 维生素等 178.87 0.07% 578.55 0.25% - -

合计 2,173.74 0.86% 5,887.01 2.56% 3,147.96 1.55%
注：NUVIT包括NUVIT（马绍尔）和NUVIT（BVI），下同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出售的商品主要为单体维生素。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按市场价格执行，相关交易

的总体金额和占比均较小，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影响很小。
（3）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1年租赁费 2020年租赁费 2019年租赁费

浙江新维士 房屋及建筑物 2.00 2.00 2.00
天台博纳赛恩与浙江新维士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浙江新维士将位于浙江省天台县平桥镇园南路6

号的房屋出租给天台博纳赛恩用于办公使用，出租房屋面积为48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租金为每年2万元。 关联租赁定价参考了市场同类房屋的出租价格。

（4）支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薪酬 1,819.01 1,610.47 1,488.96
报告期内公司关键管理人员薪酬逐年增长，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数增加，以及随

着公司业绩提升，部分关键管理人员薪酬逐步提高所致。
2、偶发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浙江新维士
设备 - - 1.97

其他材料 22.06 - -

合计 22.06 - 1.97
2019年，公司向浙江新维士购买防爆除湿机一台和胶体磨一只。2021年，公司向浙江新维士采购明胶，作为生

产用辅料。
（四）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2020年11月13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同意选举刘桢、孙林、杨延莲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发行人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认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至2020年度关联交
易及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再次确认。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 发行人2018-2020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
生的交易，符合发行人利益，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并已履行发行人当时有效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2021年度与关联方
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符合公司利益，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并已履行公司当时有效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一）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公司董事全部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报告期内

公司董事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内部董事均不存在与原单位等其他方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保密协议情况。截至本
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提名人 董事任期

1 许江南 董事长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2 许晶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3 王光天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4 邱勤勇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5 陈为民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6 潘中立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7 刘桢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8 孙林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9 杨延莲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11/20-2023/11/19
许江南先生，出生于1962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80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任北海舰

队海员；1986年11月至1995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天台支行保卫科长；1996年1月至今历任浙江天新总经理、执行
董事；2004年9月至2008年9月任陕西宝新执行董事；2004年7月至2008年1月任浙江凯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2005年3月至2013年11月任上海纽瑞茵执行董事；2007年7月至今任天新置业执行董事；2009年3月至2012年8月任
浙江天厚执行董事、 经理；2009年9月至今任天新热电董事长；2010年6月至2014年10月任乐平市天新后勤劳动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9月至今任上海博纳赛恩执行董事；2012年8月至2019年1月任浙江天台民生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9月至今任润丰小贷董事长；2015年3月至2019年7月任金丰生物董事；2018年1月至今任
浙江天厚执行董事、经理；2018年10月至今任汇弘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2004年9月至2017年11月，历任天新有限
总经理、董事长；2017年11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长。

许晶女士，出生于1987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任
浙江新维士执行董事、总经理；2012年8月至2018年1月任浙江天厚执行董事、总经理；2012年3月至今任浙江荣远
监事；2012年9月至今任浙江天新监事；2013年11月至2021年7月任浙江新维士执行董事；2015年3月至2019年7月任
金丰生物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清如贸易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11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

王光天先生，出生于1963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2年8月至1989年12月任职于浙
江天台药厂；1990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职于浙江天美制药有限公司；1996年1月至2017年10月任浙江天新副总经
理。 2004年7月至2008年1月任浙江凯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05年3月至2013年11月任上海纽瑞茵监事；2015
年10月至2018年7月任新金生物执行董事、 经理；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任江西尚楷执行董事；2015年3月至2019
年7月任金丰生物董事长、 经理；2004年9月至2017年11月任天新有限董事；2009年6月至今任天台新鑫执行董事、
经理；2007年7月至今任天新置业监事；2018年6月至今任杭州博化执行董事；2010年9月至今任上海博纳赛恩监
事；2004年9月至今任陕西宝新监事；2017年11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

邱勤勇先生，出生于1961年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79年11月至1982年4月任职于天
台县化肥厂；1982年4月至1986年9月任职于天台制药厂；1986年9月至1996年5月任浙江天美制药厂车间主任；1996
年12月至2017年10月任浙江天新副总经理。 2004年9月至2017年11月任天新有限董事；2015年3月至2019年7月任金
丰生物董事；2012年11月至今任浙江新维士监事；2009年6月至今任天台天翔执行董事、 经理；2017年11月至今任
发行人董事。

陈为民先生，出生于1964年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任职于台
州发电厂；1987年10月至2004年2月任浙江省天台热电厂厂长；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任江西尚楷总经理；2004年
10月至2017年11月任天新有限总经理。 2017年11月至2019年4月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2007年7月至2021年3月任
天新置业总经理；2009年9月至今任天新热电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

潘中立先生，出生于1972年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2年7月至1997年7月任天台县五
交化公司财务科科长；1999年2月至2000年12月任天台县天成座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1年1月至2017年11月任
浙江天新财务总监；2015年3月至2019年7月任金丰生物董事；2015年10月至2018年7月任新金生物监事；2017年11
月至2019年3月任发行人董事会秘书；2018年5月至2020年4月任上海纽瑞茵执行董事；2019年4月至2020年11月任
发行人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9年1月至今任浙江天台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11月至今任天台
博纳赛恩执行董事、经理；2018年8月至今任天台荣远监事；2020年11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

刘桢女士，出生于1973年6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自1994年8月至2007年1月历任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部门副经理、部门经理。 2007年1月至2011年1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
2011年1月至今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20年11月至今任发行人独立董事。

孙林先生，出生于1981年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6年7月至今历任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及高级合伙人；2019年3月至今任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5月至今
任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11月至今任发行人独立董事。

杨延莲女士，出生于1973年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2年7月至2004年6月北京
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博士后；2004年7月至今历任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科院纳米标准与检测重点实验室副
研究员、研究员、中科院纳米标准与检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任桐庐纳泰医学检验实验
室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任北京中科纳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年8月至2020年
10月任北京中科纳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12月至2020年10月任杭州中科纳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2019年10月至今任北京延康远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年11月至2022年1月，任北京中科纳
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科学家等职务；2019年4月至2020年10月任天津中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监事
等职务；2020年11月至今任发行人独立董事。

（下转C6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