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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7, 307.98万元
实收资本 7, 307.98万元
注册地 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魏家屯村
主营业务 运动器材、健身器材及附件备件的生产销售
股东构成 公司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8, 208.51万元，净资产为8, 805.56万元，2021
年度净利润为662.79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资产为13, 715.73万元，净资产为9, 315.37万元，
2022年1-6月净利润为509.81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和信审计

（2）得高钢塑
公司名称 青岛得高钢塑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希龙
成立日期 2001年4月4日
注册资本 1, 902.51万元
实收资本 1, 902.51万元
注册地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工业园
主营业务 运动器材、健身器材及附件备件的生产
股东构成 公司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 432.84万元，净资产为2, 406.86万元，2021
年度净利润为42.05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总资产为2, 535.64万元， 净资产为2, 511.09万元，
2022年1-6月净利润为104.23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和信审计

（3）瑜阳体育
公司名称 青岛瑜阳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丽娜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10日
注册资本 1, 3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 300.00万元
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荣海二路3号
主营业务 运动器材、健身器材的销售
股东构成 公司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35.61万元，净资产为-191.46万元，2021年
度净利润为-220.67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资产为616.41万元，净资产为466.71万元，2022年
1-6月净利润为-141.82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和信审计

（4）三硕钢管
公司名称 青岛三硕钢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丽娜
成立日期 2019年4月4日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0万元
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李哥庄镇魏家屯
主营业务 钢管、钢管制品、金属制品的加工
股东构成 公司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 412.58万元，净资产为883.89万元，2021年
度净利润为219.07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资产为4, 487.14万元，净资产为818.72万元，2022
年1-6月净利润为-65.17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和信审计

（5）三硕模具
公司名称 青岛三硕模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颜世平
成立日期 2019年5月14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荣海二路3号
主营业务 模具设计及制造
股东构成 公司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805.68万元，净资产为633.39万元，2021年度
净利润为180.82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资产为791.59万元，净资产为662.06万元，2022年
1-6月净利润为28.67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和信审计

（6）海硕投资
企业名称 OCEAN�MASTER�INVESTMENTS, �INC.
成立日期 2017年6月16日
管理人员 朱希龙任Pres ident , �Secre ta ry �and�s ole �Direc tor
办公地址 1006�Wes t �Hig hw ay�13, �Unit �#8, �Brig ham�City , �UT�84302, �USA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
股东构成 公司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为10, 792.79万元， 净资产为10, 792.71万元，
2021年度净利润为-3.97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资产为10, 886.22万元，净资产为10, 886.05万元，
2022年1-6月净利润为-0.90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和信审计

（7）海硕健康（香港）

企业名称 海 硕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OCEAN� MASTER� HEALTH� ＆
TECHNOLOGIES�CO., �LIMITED）

成立日期 2020年4月20日
授权股本 10, 000.00港元（对应10, 000股普通股股份）
办公地址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84-86号章记大厦1302室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股东构成 公司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海硕健康（香港）自成立以来未开展实际经营

2、二级全资子公司
（1）思凯沃克

企业名称 SKYWALKER�HOLDINGS, �LLC
成立日期 2005年8月9日
管理人员 朱希龙任Manag er
办公地址 1006�Wes t �Hig hw ay�13, �Unit �#8, �Brig ham�City , �UT�84302, �USA
主营业务 蹦床及其零部件以及其他户外娱乐器械的销售
股东构成 海硕投资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 090.37万美元，净资产为1, 812.92万美元，
2021年度的净利润为476.02万美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总资产为2, 368.42万美元，净资产为2, 064.75万美
元，2022年1-6月净利润为251.83万美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Green�Ha s s on�＆ J anks �LLP审计

注：Green� Ha s s on� ＆ J anks � LLP是与发行人会计师和信同属于HLB� Interna t iona l
浩信国际（一家大型国际会计集团）的美国成员所。

3、三级全资子公司
（1）思凯沃克（加拿大）

企业名称 SKYWALKER�SPORTS�CANADA , �ULC
成立日期 2016年5月31日
管理人员 朱希龙任Direc tor
办公地址 1208–13351�Commerce�Pa rkw ay, �Richmond, �B.C.�V6V�2X7, �Canada
主营业务 蹦床等产品的销售
股东构成 思凯沃克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80.31万美元，净资产为80.69万美元，2021年
度净利润为25.19万美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总资产为121.12万美元， 净资产为99.50万美元，
2022年1-6月净利润为15.00万美元；

思凯沃克 （加拿大） 未独立出具财务报表， 纳入思凯沃克合并报表经
Green�Ha s s on�＆ J anks �LLP审计

（2）思凯沃克（欧洲）
企业名称 SKYWALKER�SPORTS�EUR, �LLC.
成立日期 2016年4月8日
管理人员 朱希龙任Manag er
办公地址 1006�Wes t �Hig hw ay�13, �Unit �8, �Brig ham�City , �UT�84302, �USA
主营业务 家用健身器材相关业务
股东构成 思凯沃克100%持股
主要财务数据 未开展实际经营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 094.3979万股，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总额将视市场情况及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按照项目实施的轻重缓急顺序，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蹦床生产线自动化升级建设项目 6, 374.25 6, 374.25
2 休闲运动及康养器材生产基地项目 75, 118.22 29, 875.98
3 营销网络及品牌推广建设项目 6, 606.16 6, 606.16
4 研发中心项目 8, 209.00 8, 209.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0, 000.00 10, 000.00
合计 106, 307.63 61, 065.39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额，则不足部分由本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方式解决。 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时间不一致，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先以其他资金投入，待募集资
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亦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不
利影响。

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发行人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蹦床生产线自动化升级建设项目与休闲运动及康养器

材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发行人产品产能与生产质效，以满足运动器材市场的增
量需求，提升盈利能力；营销网络及品牌推广建设项目有利于塑造公司品牌形象，提升市场
影响力；研发中心项目将提升发行人技术研发能力，加快智能蹦床、康复器材等产品研发与
产业化。 整体来看，本次募集资金所投放的项目将持续提高公司休闲运动器材和健身器材
系列产品的创新创造创意性，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为未来的业务发展奠定基础。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市场风险
1、宏观经济和行业波动的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为休闲运动器材和健身器材，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有较大的关联，宏观经

济的波动会影响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及相关需求。 目前全球宏观经济仍处于周期性波动之
中，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会对公司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多方面产生影响，同时体育行业的
波动亦会对公司产生影响。 若未来宏观环境或体育行业出现较大的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
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2、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生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等政策支持体育行业的发展。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大
力推动下，体育产业正在实现快速发展，体育行业内的公司也在不断提升竞争力，同时也会
吸引更多企业进入体育产业，行业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报告期内，发行人采取ODM/OEM的模式为迪卡侬、爱康等世界知名体育品牌商生产
休闲运动和健身器材类产品，ODM/OEM业务销售收入分别为56,708.48万元、57,883.55万
元、72,234.47万元和24,350.53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9.21%、61.01%、60.09%和
60.80%，是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之一。 发行人与主要ODM/OEM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生产和服务能力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且品牌商一般不会轻易更换长期合作的生产厂
商，但仍不能排除未来相关ODM/OEM客户因经营策略、采购政策或产品需求等因素发生
变化更换生产厂商的可能性，从而给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国际市场自有品牌主要向沃尔玛、亚马逊等世界知名零售商销售自有
品牌产品以及通过自有网店向消费者销售自有品牌产品， 产品主要为蹦床及附件备件等，
拥有北美洲知名蹦床品牌SKYWALKER。 若未来公司未能在产品质量、创新研发、营销渠道
建设及品牌影响等方面继续保持竞争力，可能会在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从而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国际产业分工相关风险
近年来，运动健身器材制造业逐渐向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其中由于中国运动

健身器材市场需求大以及配套产业成熟，具有成本优势、生产能力优势、质量优势和供应链
优势，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动健身器材生产基地，目前国内运动健身器材主要出口
向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与东南亚等其他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相比，中国
的研发投入规模更大、拥有的专利和技术更全面、供应链成熟度和完整度更高，同时中国运
动健身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力度更大，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与中国在诸多方面尚有一定差
距。 但若未来运动健身品牌商将订单主要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可能会对国内的运
动健身器材制造行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随着国内运动健身市场的扩大，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国内运动健身器材
制造企业也不再仅局限于为品牌商进行生产制造，逐渐推出自有品牌参与市场竞争。 公司
凭借海外市场品牌的运营和推广经验，结合国内市场实际情况，正在拓展国内自有品牌的
市场份额。 未来若公司在国内市场及自有品牌竞争中未达到预期目标，可能会对公司的市
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75.25% 、71.42% 、73.65%和

72.56% ，占比较高。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等金属制品类、橡塑化工类和包装印
刷类等。 公司已和主要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通过加强成本管理和提高
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 公司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会随着市场供需情况和政策变化产生一定波
动，未来若由于市场或政策变动导致原材料价格发生波动，可能会导致公司营业成本随之
波动，从而对公司的盈利水平产生影响。

2、人工成本上升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应付职工薪酬计提金额分别为7, 859.72万元、12, 410.43万元、17,

854.49万元和6, 501.94万元。 随着经济发展、通货膨胀、公司业务规模的增加以及劳动力市
场供应短缺情况加剧，公司的人工成本也呈现上升趋势。 鉴于公司有未来扩大业务规模的
计划，若未来公司未能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和提高自动化水平等措施来提高人均产值，导致
人均产值未能随着人均成本的增加而同比例增长，可能会使公司的营业成本增幅超过营业
收入，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外协加工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和订单的增长，为缓解产能瓶颈以满足客户订单需求或

将资源集中于核心生产环节的生产制造，公司将部分加工工序委托外协厂商完成。 报告期
内， 公司外协加工服务采购金额分别为2, 182.17万元、4, 312.33万元、5, 898.30万元和
827.79万元，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89% 、7.44% 、7.66%和5.35% 。 若未来外协厂商
的加工单价提高或生产能力饱和且公司未能及时与新的外协厂商建立合作，可能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制定了外协厂商管理制度和验收制度，但若未来外协厂商
未能严格按照公司要求进行加工和交付，或公司未能严格实施相关管理制度导致产品质量
未达到要求或交付不及时，可能会对公司的市场信誉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建立了完善有效的研发、采购、生产及质量管理制度，报告

期内未出现与产品质量相关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情况。 若未来公司未能严格执行产
品质量控制制度或消费者未按照产品说明书中的建议以安全的方式使用产品，可能出现产
品质量纠纷或安全事故等情况，对公司的品牌声誉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5、技术创新风险
随着体育行业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对于休闲运动器材和健身器材的功能等方面的要求

也日益增加，休闲运动器材和健身器材的研发与美学、人体工学、材料学、互联网及物联网
等方面技术的结合愈发紧密，行业参与者需要不断进行研发创新，才能继续保持竞争力。 公
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休闲运动和健身器材产品行业，在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方面积累
了多项专利和核心技术，覆盖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等领域。 若公司未来未能将相关技术与
产品紧密结合或产品研发创新方向未能得到市场认可，可能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6、规模扩张引致的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公司已经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并

不断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市场拓展
以及多品类、多品牌、多渠道运营，公司业务规模将继续扩张，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
形成挑战，公司面临规模持续扩张引致的管理风险。

7、海运费上升及海运不及时的风险
2020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集装箱运输需求集中释放，同时境外因疫情原因

港口作业效率降低，大量空集装箱回运困难，导致国际航线运力较为紧张。 受此影响，出口
海运周期大幅增长，出现“一箱难求” 、港口堵塞、国际海运卸货清关不及时等问题。 若未来
海运运力紧张、运费上涨、港口堵塞及国际海运卸货清关不及时等情况不能得到缓解，将对
发行人国外销售收入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8、被其他竞争对手替代的风险
公司已通过了客户的供应商准入要求，成为其合格供应商并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但未来若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技术实力、成本优势或发行人产品出现重大
质量问题，发行人存在被其他竞争对手替代的风险，如未来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发
生重大变化时未能快速拓展新客户资源，或主要客户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可能对公司
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9、收购思凯沃克的相关风险
2020年公司收购北美洲知名休闲运动器材品牌思凯沃克，公司规模和实力水平进一步

扩大。 思凯沃克在公司业务体系中的定位为跟踪海外市场需求变化的海外研发平台以及推
广自有品牌和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平台，若公司未来未能有效整合思凯沃克，打造和谐统一
的企业文化，发挥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协同效应，保持思凯沃克的高效运行，可能会对公司的
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思凯沃克的产品均于海外销售，海外市场收入受国家出口政策、货物运输、进口
国政策、国外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若上述影响因素发生不利变动，可
能会影响发行人的出口及思凯沃克的经营，对发行人及思凯沃克的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产
生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业务收入占比较大。 我国对出口商品实行国际通行的退税制度，公

司产品享受增值税“免、抵、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增值税免抵退税额并
不直接影响公司损益，但其中不予抵扣部分会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而增加企业的营业
成本。

因此，如果未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大幅降低相关产品的出口退
税率，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税收优惠的风险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报告期内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报告期内，企业所得

税优惠税率对公司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分别为608.03万元、1, 046.36万元、603.60万元和
587.36万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84% 、6.75% 、3.93%和5.20% 。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需要满足一系列
的条件。 如果公司在后续经营过程中不能持续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要求，导致公司不
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复审或者未来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作出调整，将可能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生产经营、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存货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 报告

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7, 866.17万元、14, 546.90万元、16, 310.71万元和9,
512.01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3.63% 、16.04% 、18.39%和13.08% ；存货跌价准备分别
为388.36万元、370.26万元、325.51万元和230.41万元， 占存货账面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4.70% 、2.48% 、1.96%和2.37% 。

如果公司未来下游客户需求、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或者公司不能有效拓宽销售渠
道、优化库存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响应市场需求，可能导致存货无法顺利实现销售情形，从
而使公司存在增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

4、无形资产减值风险
公司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土地使用权等。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分别为2, 057.45万元、7, 364.99万元、6, 705.23万元和6, 648.02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
为3.56% 、8.12% 、7.56%和9.14% ，金额及占比均较高。

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技术更新等外部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将存在
公司对相关无形资产计提减值进而影响经营业绩的风险。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基于目前市场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募投项目的可行性作出了系统的论证，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投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公司在工程建
设工期、工程质量、设备安装调试及生产质量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导致募投项
目效果低于预期，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产能将大幅增加，虽然公司对于募投项目未来发展前
景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是未来在宏观经济、行业政策、技术更新以及市场需求等方面可能
会发生变化，募投项目存在产能扩张不能及时消化的风险。

2、每股收益摊薄及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11, 532.91万元。 未来随着募投项目的

逐步完工，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折旧额也将随之增加，将对公司盈利情
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均将增加。 由
于募投项目建成投产以及产生收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发行后短期内会导致公司的每股
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下降，如果募投项目不能如期实现预期效益，覆盖新增折旧等
成本费用，公司存在每股收益被摊薄及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五）其他风险
1、股权较为集中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朱希龙通过海硕发展间接控制公司63.07%的股份、通过宁波和创间接控

制公司8.02%的股份，合计间接控制公司71.0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经过发行后
持股比例会有所稀释，朱希龙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经营决
策、人事安排、利润分配、关联交易和对外投资等重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公司已建立起完
善的法人治理架构和相关制度措施，但若未来实际控制人未能恰当行使表决权，可能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劳务用工合规性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经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过用工总量的10%等不规范事项。针对

该等不规范行为，公司已进行了整改，目前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由于部分
员工重视当期收入、已经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及无购房需求，发行人2020年前制度不
完善、规范意识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公司存在部分员工未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 未
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金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较低。 虽然报告期内公司未因前述事项受到
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就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由其全额承担，但仍存在未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被相关主管部门追缴或处罚的风险。

3、房产相关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自有土地上临时搭建的材料仓

库、临时收纳棚等自建房产，建筑面积为2, 790平方米，约占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房产
总建筑面积的1.97% ，因报建手续不全、不具备办证条件等原因而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书。
上述房产均为非主要生产经营性用房，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就可能对公司
造成的损失由其全额承担，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但公司上述房
产仍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处以限期拆除、罚款、没收实物或违法收入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于境内向第三方承租房产作为仓库
及办公场所，尚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登记手续。 该等房产仍存在因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登
记手续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罚款的风险。

4、新冠疫情相关的风险
2020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疫情带来的停工停

产及运输受限等情况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明显
好转，公司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中恢复；同时，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导致国外
居民居家的时间大幅增加，其居家开展运动及健身的需求亦大幅增加，使得公司的销售收
入增长较快。 随着新冠疫情缓解及隔离措施的逐步解除直至恢复正常生活，虽然人们选择
居家进行休闲和健身运动的习惯可能会持续，但其居家开展运动及健身的需求可能会增长
放缓甚至下滑，使得公司面临销售收入可能增长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1、重大销售合同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公司通常采用与客户签订采购框架协议及采购合同或者仅

就具体产品签订采购订单的交易形式向客户供应商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报告期年度销售金额4,000万元以上（半年度销

售金额2,000万元以上）的客户签署的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框架协议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方 合同标的 签署时间 合同类型 合同期限

1 迪卡侬（中国） 海硕钢塑 蹦床、 引力架、
仰卧板等 2014.7.14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2 迪卡侬（国际） 得高钢塑 仰卧板 、 篮球
架、引力架等 2014.7.14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3 迪卡侬（国际） 海硕钢塑 仰卧板 、 篮球
架、引力架等 2014.7.14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4 雷盾体育 得高钢塑 篮球架 、 训练
偶、路灯架等 2015.12.24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5 雷盾体育 三柏硕 篮球架 、 训练
偶、路灯架等 2021.7.27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6 荷兰玩具 三硕有限 蹦床、 足球门、
回球器等 2018.1.1 框架协议 2018.1.1-2022.1

2.31

7 亚马逊 思凯沃克 蹦床、附件备件
等 2018.6.4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8 沃尔玛 思凯沃克 蹦床、附件备件
等 2013.9.19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9 沃尔玛 思凯沃克 蹦床、附件备件
等 2013.8.16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10 沃尔玛 思凯沃克 蹦床、附件备件
等 2017.5.2 框架协议 长期有效

2、重大采购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与供应商签署的正在履行的交易金额

超过400万元的重大采购合同。
3、其他重大商务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供应商签署的正在履行的交易金额超过200

万元的其他重大商务合同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方 合同内容 合同总价
（万元） 签署时间

1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三柏硕
三柏硕6号楼二层
及办公区装修施
工

525.00 2022.5.25

2 青岛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硕健身 工程施工 254.20 2022.1.27

3 青岛日日顺供应链有限公司 海硕健身 智能库系统改造
项目 236.00 2022.5.13

4 青岛新思诺软件有限公司 三柏硕 软件购销 204.26 2022.5.26

4、融资相关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重大授信合

同、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合同、出口风险参与合同及保理合同等融资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如
下：

（1）银行授信合同

序
号

被授信
人 授信银行 授信合同

授 信 额
度 （万
元）

授信期限 担保情况

1 海硕钢
塑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城阳支行

QD09 （融资）
20170074 号
《最高额融资合
同》

8,
000.00

2017.11.15-202
2.11.15

①QD09（高抵）20170074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抵
押人海硕钢塑

②QD09 （高保）2017007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健身

③QD09 （高保）20170075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发展

2 海硕钢
塑

QD09 （融资）
20180081 号
《最高额融资合
同》

10,
000.00

2018.11.20-202
3.11.20

①QD09（高抵）20180081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抵
押人海硕钢塑

②QD09 （高抵）20180082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
权，抵押人得高钢塑

③QD09 （高保）2018008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健身

④QD09 （高保）2018008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得高钢塑

⑤QD09 （高保）20180083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发展

3 三硕有
限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城阳支行

QD09 （融资）
20200009 号
《最高额融资合
同》

6,
000.001

2020.2.26-2025.
2.26

①QD09（高抵）20200009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抵
押人三硕有限

②QD09 （高保）20200009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健身

③QD09 （高保）20200010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得高钢塑

④QD09 （高保）2020001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发展

4 三柏硕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城阳支行

QD09 （融资）
20210044 《最
高额融资合同》

18,
000.002

2021.10.20-202
4.9.18

①QD09（高抵）20210044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不动产，抵押人
三柏硕

②QD09 （高保）2021004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健身

③QD09 （高保）20210045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海硕发展

④QD09 （高保）2021004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得高钢塑

5 三柏硕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公 授 信 字 第
ZH2100000047
182号 《综合授
信合同》

3,
500.003

2021.7.27-2022.
7.26

①公高保字第DB2100000042003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人朱希龙

② 公 高 保 字 第
DB2100000042357号《最高额保证
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
海硕发展

注：1、2020年12月21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向三硕有限放款1, 800
万元，最迟还款日为2021年8月26日，公司已按时偿付该笔融资款项。

2、2021年12月17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依申请向三柏硕放款3,
984.93万元，最迟还款日为2022年12月17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提前偿
付该笔融资款项。

3、2021年8月9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依申请向三柏硕放款1, 000万
元，最迟还款日为2022年8月9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提前偿付该笔融资
款项。

（2）借款合同

序
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合同

借 款 金
额 （万
元）

借款期限 担保情况

1 三柏硕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公 流 贷 字 第
ZX2100000031
8447号 《流动
资金贷款借款
合同》

1,
000.00

2021.8.9-2022.
8.9

公授信字第ZH2100000047182号 《综
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

2 三柏硕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公 流 贷 字 第
ZH210000013
0564号 《流动
资金贷款借款
合同》

2,
000.00

2021.12.10-20
22.12.10

公质字第ZH2100000130564号《质押
合同》项下的保证金账户存款质押，出
质人三柏硕

3 三柏硕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城阳支行

QD091012021
0476号 《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

3,
984.93

2021.12.17-20
22.12.17

QD09（融资）20210044号《最高额融
资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

注：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已提前偿付上述借款。
（3）银行承兑协议

序
号

承兑
申 请

人
承兑银行 承兑合同 金额 （万

元） 出票日至到期日 备注

1 三柏硕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
行

QD0920120220028
《银行承兑协议》 369.75 2022.01.17-202

2.07.17

QD09 （ 融 资 ）
20210044号 《最高额
融资合同》 项下具体
业务合同

2 三柏硕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
行

QD0920120220098
《银行承兑协议》 490.29 2022.02.24-202

2.08.24

QD09 （ 融 资 ）
20210044号 《最高额
融资合同》 项下具体
业务合同

3 三柏硕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
行

QD0920120220125
《银行承兑协议》 355.01 2022.03.21-202

2.09.21

QD09 （ 融 资 ）
20210044号 《最高额
融资合同》 项下具体
业务合同

4 三柏硕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
行

QD0920120220177
《银行承兑协议》 338.18 2022.04.21-202

2.10.21

QD09 （ 融 资 ）
20210044号 《最高额
融资合同》 项下具体
业务合同

5 三柏硕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
行

QD0920120220255
《银行承兑协议》 223.87 2022.06.17-202

2.12.17

QD09 （ 融 资 ）
20210044号 《最高额
融资合同》 项下具体
业务合同

6 三柏硕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2022-530- 银 承
-5-2 《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合同》

378.37 注1

①2022-530-保-3-1
号《保证合同》项下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
朱希龙

② 2022-530- 保
-3-2号 《保证合同》
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人海硕健身

③ 2020-530- 抵
-3-1号 《抵押合同》
项下的不动产，抵押人
海硕健身

7 海硕健身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2021-530- 银 承
-2-1 《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合同》

27.50 注2

①2021-530-保-1-2
号《保证合同》项下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
朱希龙

② 2021-530- 保
-1-3号 《保证合同》
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人三柏硕

③ 2020-530- 抵
-3-1号 《抵押合同》
项下的不动产，抵押人
海硕健身

8 海硕健身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2022-530- 银 承
-5-1 《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合同》

41.10 注3

①2022-530-保-5-1
号《保证合同》项下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
朱希龙

② 2022-530- 保
-5-2号 《保证合同》
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人三柏硕

③ 2020-530- 抵
-3-1号 《抵押合同》
项下的不动产，抵押人
海硕健身

注：1、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签订于2022年5月17日，额度金额为1亿元，属于循
环额度。截至2022年6月30日，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3, 783, 733元，即2022年5月20
日，三柏硕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3, 783, 733元额度，出票日为2022年
5月20日，到期日为2022年11月20日。

2、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签订于2021年2月24日，额度为4, 285万元，属于循环额
度。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275, 003元，即2022年1月18日，
海硕健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额度275, 003元，出票日为2022年1月
18日，到期日为2022年7月18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按时偿付该笔融资
款项。

3、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签订于2022年5月12日，额度金额为1, 450万元，属于循
环额度。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411, 042元，即 2022年5月
25日， 海硕健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额度411, 042元， 出票日为
2022年5月25日，到期日为2022年11月25日。

（4）出口贸易融资合同

序
号

融 资
方 参与行 合同名称

金额
（万

元）

付款日至到期
日 担保情况

1 三 柏
硕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行

202203130380300132
299528号 《出口发票
融资业务总协议》

4,
000.00

2022.03.15-
2022.09.1

2

① 0380300015-2022 年 城
阳（抵）字0041号《最高额
抵押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
权，抵押人得高钢塑

② 0380300015-2022
年城阳（质）字0042号《质
押合同》 项下的应收账款，
出质人三柏硕

2 三 柏
硕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69012022280190 《出
口代付业务协议书》 450.00

2022.02.18-
2022.07.0

4

①ZB690120210000005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
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朱希
龙

②
ZB6901202100000057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
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海硕
健身

3 三 柏
硕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69012022280197 号
《出口代付业务协议
书》

1,
000.00

2022.02.22-
2022.08.1

9

YZ69012022280197号《保
证金质押合同》 项下保证
金，质押人三柏硕

（5）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同
序
号 承兑人 贴现人 合同名称 金 额 （万

元） 期限 担保情况

1 三柏硕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2022信青城保贴字第
0907002号 《商业承兑
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
议》

1, 000.00 2022.03-20
23.03

2022信青城银最保字第
0907002号 《最高额保证
合同》项下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朱希龙

（6）保理合同
序
号 融资方 保理银行 合同名称 保理类型 保理金额（万

元）
付款日至到期
日

1 三硕钢
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Z2205TD1565242
0号 《无追索权保
理合同》注

无追索权的保
理融资 1, 000.00 2022.05.31-20

23.05.29

注：该《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系根据发行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金网络
（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快易付业务合作协议》（2022-530-快易付-5-1号）签
订， 发行人作为买方获取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10, 000.00万元承诺付款方式授
信额度，协议中约定发行人供应商作为卖方可在此额度内申请保理融资并自行承担融资费
用。

5、远期结售汇合同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的远期结售汇合同如下：
（1）三柏硕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的《交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总

协议》
2021年3月11日，三柏硕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交通银行对客户远

期结售汇总协议》，约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为三柏硕提供远期结售汇服务。截
至2022年6月30日，该协议下已成交且尚未到期的远期结售汇交易如下：

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金额
（万美元） 交易日 交割日

1 37220220428001 美元/人民币 200.00 2022/04/28 2022/09/15
（2）三柏硕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的《中国民生银行外汇衍生产

品业务总协议书》
2021年3月25日，三柏硕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中国民生银行

外汇衍生产品业务总协议书》， 约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为三柏硕提供远
期结售汇服务。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协议下无已成交且尚未到期的远期结售汇交易。

（3） 三柏硕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城阳支行签订的 《“随心展” 总协议
书》

2021年3月9日，三柏硕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城阳支行签订《“随心展”总
协议书》，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城阳支行为三柏硕提供远期结售汇服务。截
至2022年6月30日，该协议下无已成交且尚未到期的远期结售汇交易。

（4）三柏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人民币与外汇掉
期交易主协议》

2022年3月10日，三柏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远期结售汇/人民币
与外汇掉期交易主协议》，约定三柏硕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开展远期结售汇/
人民币与外汇掉期交易业务。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协议下已成交且未到期的远期结汇交
易如下：

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金额

（ 万 美
元）

交易日 交割日

1 FWD22042000015491 美元/人民币 70.00 2022/04/20 2022/07/1

2 FWD22042100027906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21

3 FWD22042100028415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15

4 FWD22042100028111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7/15

5 FWD22042100028291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15

6 FWD22042100029986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04/21 2022/07/15

7 FWD22042100028423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7/15

8 FWD22042100027399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21

9 FWD22042200040667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2 2022/07/15

10 FWD22042200040700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2 2022/07/15

11 FWD22042800080779 美元/人民币 200.00 2022/04/28 2022/9/30

12 FWD22042800080610 美元/人民币 200.00 2022/04/28 2022/11/15

（5）三柏硕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QD20220050号《衍生产
品交易主协议》以及《远期及掉期交易业务条款》《外汇E联盟业务客户服务协议》《期权
交易业务条款》

2022年 3月 22日， 三柏硕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
QD20220050号《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以及《远期及掉期交易业务条款》《外汇E联盟业
务客户服务协议》《期权交易业务条款》。 截至2022年6月30日，协议项下已成交且未到期
的远期结汇交易如下：

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金额
（万美元） 交易日 交割日

1 2204280905029 美元/人民币 200.00 2022/04/28 2022/10/28

（6）三柏硕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主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021年11月30日，三柏硕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
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协议项下已成交且未到期的
远期交易如下：

序号 交易参考号 标的货币
金额

（ 万 美
元）

业务日期 行权日 交割日

1

102814490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01/07

2022/07/27 2022/07/29
2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08/29 2022/08/31
3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09/28 2022/09/30
4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10/27 2022/10/31
5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11/28 2022/11/30
6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12/28 2022/12/30
7

501475310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03/15

2022/07/19 2022/07/21
8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08/19 2022/08/23
9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09/19 2022/09/21
10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10/19 2022/10/21
11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11/21 2022/11/23
12 美元/人民币 100.00 2022/12/19 2022/12/21
13

502947357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06 2022/07/22
14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8/08 2022/08/24
15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9/06 2022/09/22
16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10/10 2022/10/24
17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11/07 2022/11/23
18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12/06 2022/12/22

（7）海硕健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的《交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
总协议》

2020年11月6日，海硕健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交通银行对客户
远期结售汇总协议》， 约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为海硕健身提供远期结售汇服
务。 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协议下已成交且尚未到期的远期结售汇交易如下：

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结汇金额
（万美元） 交易日 交割日

1 37220220420008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0 2022/07/27
2 37220220421001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27
3 37220220421008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15
4 37220220421009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15
5 37220220421010 美元/人民币 50.00 2022/04/21 2022/07/15

（8）海硕健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QD20220051号《衍生
产品交易主协议》以及《远期及掉期交易业务条款》《外汇E联盟业务客户服务协议》《期
权交易业务条款》

2022年 3月 23日， 海硕健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署
QD20220051号《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以及《远期及掉期交易业务条款》《外汇E联盟业
务客户服务协议》《期权交易业务条款》。 截至2022年6月30日，协议项下无已成交且未到
期的远期结汇交易。

6、保荐及承销协议
2021年6月，发行人与中信建投签订了《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保荐协议》及《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之承销协
议》。

（二）对外担保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外担

保事项。
（三）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诉讼和仲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及子公司、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荣海二路3号

0532-55678906
-8002 0532-55678900 王娟

保 荐 人
（主 承 销
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4号楼 010-86451726 010-65608450 赵凤滨、于宏

刚

律师事务
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
路20号院正大中心南
塔23-31层

010-59572288 010-65681022 魏海涛、赵日
晓

会计师事
务所及验
资复核机
构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文化东路59号盐业大
厦7层

0531-81666228 0531-81666227 王晖、杨帅

资产评估
机构

万隆（上海）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
1111弄5号501-7室 021-63780096 021-63767768 董明慧、郭献

一、金俊

收款银行 北京农商银行商务
中心区支行 - - - -

股票登记
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2012号深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广 场
22-28楼

0755-21899999 0755-21899000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时间 2022年9月27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2年9月30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2年10月10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2年10月12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
（二）为本次发行而编制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址及时间
（一）查阅地址
1、发行人：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荣海二路3号
联系人：王娟
电话：0532-55678906-8002� �传真：0532-5567890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联系人：赵明
电话：010-86451726� � �传真：010-65608450
（二）查阅时间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9: 00~11: 30；下午13: 30~16: 00。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上接C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