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蒋生华、蒋瑜慧、王明珍亦通过华生投资间接持有公司１，７８１．２５万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２３．７５％。 蒋生华、蒋瑜慧、王明珍分别持有华生投资５１．００％、４０．００％、９．００％的股权。 公
司员工持股平台华册投资中王明元、姚建锋、谈云飞、蒋翠松、许银松均系公司员工，相关人员为实际控
制人、董监高亲属。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中的王建平、范跃锋、蒋秦峰、王蒋松、戚水江、范跃
飞通过华册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意向签署日， 华册投资持有公司３７５．００万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５．００％。 王建平、范跃锋、蒋秦峰、王蒋松、戚水江、范跃飞对华册投资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９３％、１０．９３％、５．３３％、５．０７％、２．９３％、１０．１３％。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报告期内，相关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蒋生华持有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５１％的股权 ，董事蒋

瑜慧持有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４０％的股权、持有香港迈克隆股份有限公司４０％的股权。
除此之外，蒋瑜慧、蒋生华未控股或参股其他企业。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投资企业 持有股权（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王建平 董事、副总经理 华册投资 １８０．４０ １０．９３％ 股权投资

范跃锋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华册投资 １８０．４０ １０．９３％ 股权投资

范跃飞 副总经理 华册投资 １６７．２０ １０．１３％ 股权投资

蒋秦峰 监事会主席 华册投资 ８８．００ ５．３３％ 股权投资

王蒋松 监事 华册投资 ８３．６０ ５．０７％ 股权投资

戚水江 监事 华册投资 ４８．４０ ２．９３％ 股权投资

除上述情况，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对本公司有利益关系的
对外投资情况。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薪酬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２０２０年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姓名 任职 ／ 角色 报酬总额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１１６．９２

蒋瑜慧 董事 ９２．４６

王建平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３３．１６

范跃锋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２６．７３

方园 独立董事 ６．００

计望许 独立董事 ６．００

徐亚明 独立董事 ６．００

蒋秦峰 监事会主席 １９．５３

王蒋松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１８．４６

戚水江 职工代表监事 １７．７３

范跃飞 副总经理 ２６．５９

合计 ３６９．５８

（八）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技术人员的兼职情况

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兼职单位
在兼职

单位职务
与发行人
关联关系

蒋生华 董事长、总经理 华生投资 执行董事 发行人股东

蒋瑜慧 董事 华生投资 监事 发行人股东

计望许 独立董事
海宁凯达信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关联法人

浙江天誉会计师事务所 副总经理 关联法人

徐亚明 独立董事
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 主任 关联法人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关联法人

除上述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在外兼职情况。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截至目前，蒋瑜慧直接持有华生科技３７，４０６，２５０股的股份，占华生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４９．８８％，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 蒋瑜慧为蒋生华和王明珍之女，其中蒋瑜慧直接持

有公司４９．８８％的股权，蒋生华直接持有公司１０．６９％的股权，王明珍直接持有公司５．９４％的股权 ，蒋生华 、
蒋瑜慧和王明珍三人通过持股１００％的浙江华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２３．７５％的股权，蒋生华、
蒋瑜慧和王明珍合计持有公司９０．２５％的股权。 因此，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财务报表
１、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１６，４２５，０８６．３０ １３７，６８６，７５４．１３ １０１，４２８，４９３．１８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 －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３３，１０７，４４２．７０ ８４，１６９，６６９．１０ ７９，２９９，６８３．０６

应收款项融资 － ９３３，７３９．１７ －

预付款项 １３，８４７，５９６．４０ ５，３５１，０５５．５１ ２，６８７，５０５．９２

其他应收款 ３９５，０１０．１９ ３２７，１３１．７２ ２４８，４９６．３２

存货 ５９，９８４，５４６．２７ ６０，４７２，１８０．３９ ６３，５０３，８８４．９８

其他流动资产 －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２３，７５９，６８１．８６ ２８８，９４０，５３０．０２ ２５７，５６８，０６３．４６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３，６０４，０１６．８２ ３，８１９，１４３．４２ ５，５６４，９３０．０６

固定资产 ９２，６３６，０６７．５４ ７５，７４２，６２２．２６ ８０，９５７，０７２．４６

在建工程 ６２，３３８，０３７．０８ １５，１１７，３８６．１１ ３，１０７，７２１．４７

无形资产 ３６，１３９，１７３．８９ ３７，２０４，７４４．８８ １４，２３４，６３４．０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３１，３９９．６２ １８４，６３１．４６ ４０４，７３７．６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５６，６７４．８７ １，０５７，８０７．５４ １，０８０，５８３．９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６，３０５，３６９．８２ １３３，１２６，３３５．６７ １０５，３４９，６７９．６１

资产总计 ５２０，０６５，０５１．６８ ４２２，０６６，８６５．６９ ３６２，９１７，７４３．０７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００１，１５２．７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１５，３３９，４１２．３７ ４，５７５，７２９．６４ ６，８２０，８２８．１９

预收款项 ５３，５４８．４３ ５７４，６４９．４４ １，２９７，５４５．９９

合同负债 ８７９，４３５．７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５０８，４１０．５０ ８，７６５，０６５．８３ ８，８６８，４３２．１２

应交税费 ７，９３２，３００．０６ ６，６６３，６９９．６６ ６，０７３，６８２．５０

其他应付款 ２，３７２，０６１．２７ １，０９６，８３６．１５ １，０４４，６０２．２９

其他流动负债 ５６，２８５．０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８，１４２，６０６．２８ ２２，６７５，９８０．７２ ２５，１０５，０９１．０９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３８，１４２，６０６．２８ ２２，６７５，９８０．７２ ２５，１０５，０９１．０９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７９，６３６，８６２．４７ １７９，６３６，８６２．４７ １７９，６３６，８６２．４７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２７，７２８，５５８．２９ １６，９７５，４０２．２５ ８，３１７，５７８．９５

未分配利润 １９９，５５７，０２４．６４ １２７，７７８，６２０．２５ ７４，８５８，２１０．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８１，９２２，４４５．４０ ３９９，３９０，８８４．９７ ３３７，８１２，６５１．９８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５２０，０６５，０５１．６８ ４２２，０６６，８６５．６９ ３６２，９１７，７４３．０７

２、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３６８，８４８，３７７．００ ３１７，６６３，０５７．５６ ３１８，１５８，４９６．７８

减：营业成本 ２１０，９５９，５９３．９０ １８５，３８７，０１８．９４ １９２，００６，８３４．５９

税金及附加 ２，０８３，１５９．２７ ２，６６２，３５６．０９ ２，４８３，０３８．０５

销售费用 ３，４８５，１２３．６７ ７，４５７，１２５．０５ ７，５１９，１３５．７５

管理费用 １１，９６６，７５３．９８ １２，９６５，７８９．０９ ２７，８８４，６７４．１６

研发费用 １２，２７４，２９１．０２ １０，５６９，６１６．１１ １１，４２７，２４９．１５

财务费用 －１，６３５．８９ －７６２，７０８．４１ －４，８６５，２２８．３２

其中：利息费用 ３７，６４３．０７ ３９，７５４．１２ ６１，５５２．５２

利息收入 ２，４２７，６５４．１８ １，３１１，５１３．３７ ７５８，７４３．２０

信用减值损失 ２，７６０，４０７．０４ ５５１，１９５．１２ －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４３９，２７１．４２ ９４１，２２６．５９ ２，１３３，１８０．２１

加：其他收益 １，６１６，８８９．４２ ７，３１９，００２．４３ ２，５１１，８０６．００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４，２６２．０８ －２，１９９，４３５．５１ １３５，２５５．７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 －２，７９８，１６１．５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
填列） －４７，１８５．７２ －１，９６８，１３８．７２ －３０１，５０３．２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１２５，４６５，３７８．３７ １０１，０４２，８６７．１８ ８１，９１５，１７１．６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５０．００ ３，３２１．８９ １，１００．９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４５６，２０９．８９ ３４９，４１０．１１ ５２２，８２２．８２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 １２５，００９，２１８．４８ １００，６９６，７７８．９６ ８１，３９３，４４９．８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７，４７７，６５８．０５ １４，１１８，５４５．９７ １３，７４３，５０６．０９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１０７，５３１，５６０．４３ ８６，５７８，２３２．９９ ６７，６４９，９４３．７４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
以“－”号填列） １０７，５３１，５６０．４３ ８６，５７８，２３２．９９ ６７，６４９，９４３．７４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１０７，５３１，５６０．４３ ８６，５７８，２３２．９９ ６７，６４９，９４３．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１．４３ １．１５ ０．９２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１．４３ １．１５ ０．９２

３、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３４１，３６７，３５０．７９ ３２１，５５８，５０９．３４ ３１８，２３６，５０５．６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１６３，７２１．４７ ７８１，２６３．２５ １，９９０，７２８．０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４，８７０，４２７．０７ １０，２３８，０５３．１１ ４，８９１，４１７．８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４８，４０１，４９９．３３ ３３２，５７７，８２５．７０ ３２５，１１８，６５１．５３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２０２，９４１，３４４．７２ １７６，４２３，２０８．５４ １９６，３４９，０８９．３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２６，２２１，１００．８３ ２６，７４９，８２８．４２ ２４，０５９，５１５．５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０，５８３，４０９．２４ ２３，６３７，７１３．７７ ２３，７５１，５３４．１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７，２３９，１１４．９３ １２，５３６，０２６．５１ １２，６４６，７３９．７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６６，９８４，９６９．７２ ２３９，３４６，７７７．２４ ２５６，８０６，８７８．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１，４１６，５２９．６１ ９３，２３１，０４８．４６ ６８，３１１，７７２．６９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６３１，７９５．１９ １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５，１１７．８１ ６１８，４８３．０６ １３５，７０７．６７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１１３，５４０．００ １，６３２，１６５．００ ２１７，４９８．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１２８，６５７．８１ ６５，８８２，４４３．２５ １３，２５３，２０５．６７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７２，１３２，６４３．３４ ４１，５８３，１１３．９７ ２６，０３６，３５５．３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７８，５００．００ ２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２，１３２，６４３．３４ ９５，０６１，６１３．９７ ４８，９３６，３５５．３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７１，００３，９８５．５３ －２９，１７９，１７０．７２ －３５，６８３，１４９．６４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１６，４２５，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２５，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２５，０３７，６９８．５９ ２５，０４０，４０６．６５ ６１，４８６．０７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４，４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０，４４７，６９８．５９ ２７，８８０，４０６．６５ １，０６１，４８６．０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９，４４７，６９８．５９ －２６，８８０，４０６．６５ １６，３６３，５１３．９３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２，３１９，０２５．３２ －４１３，２１０．１４ ４，２６５，３３２．７０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２１，３５４，１７９．８３ ３６，７５８，２６０．９５ ５３，２５７，４６９．６８

加：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３７，６８６，７５４．１３ １００，９２８，４９３．１８ ４７，６７１，０２３．５０

六、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１６，３３２，５７４．３０ １３７，６８６，７５４．１３ １００，９２８，４９３．１８

（二）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２０２１〕９１号 ”《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报告期各期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３７２，３４５．６１ －２，０１１，９５８．９１ －５５３，３５９．０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１，１６９，３９８．１５ ７，３０５，３５２．４９ ２，５１１，８０６．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２，７９８，１６１．５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１４，２６２．０８ ５９８，７２６．０２ １３５，２５５．７７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５，５３７．５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１５，７８８．００ －２８８，６１８．０９ －２６９，８６６．０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３２，２７９．２７ － －１５，８０２，８７５．００

小计 １，１２７，８０５．８９ ２，８１０，８７７．５２ －１３，９７９，０３８．３６

减：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 表示） １８１，３２８．３８ ４４８，３７９．９９ ２８７，２２０．５５

少数股东损益

归属于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９４６，４７７．５１ ２，３６２，４９７．５３ －１４，２６６，２５８．９１

（三）主要财务指标
１、基本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２０年 ／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年 ／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 ／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３６，５８７．６９ ３１，５２９．０２ ３１，４９４．５１

主营业务毛利率 ４４．３７％ ４１．８４％ ３９．８３％

流动比率 ８．４９ １２．７４ １０．２６

速动比率 ６．５５ ９．８４ ７．６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３％ ５．３７％ ６．９２％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３．４０ ３．８９ ４．４３

存货周转率（次 ） ３．５０ ２．９９ ３．１５

每股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１．０９ １．２４ ０．９１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２８ ０．４９ ０．７１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４３ ５．３３ ４．５０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１３，５１０．９１ １１，０４３．９８ ８，９２５．３６

利息保障倍数 ３，３２１．９１ ２，５３３．９９ １，３２３．３４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产比例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

２、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７５％ ２３．８９％ ２３．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５４％ ２３．２４％ ２７．９３％

３、每股收益
单位：元 ／ 股

项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４３ １．１５ ０．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 １．４３ １．１５ ０．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４２ １．１２ １．１１
稀释每股收益 １．４２ １．１２ １．１１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财务状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３６，２９１．７７万元、４２，２０６．６９万元和５２，００６．５１万元，呈逐年上升趋

势。 从资产结构来看，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７０．９７％、６８．４６％和６２．２５％，是公司
资产的主要构成。

２０１９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２０１８年末上升了１６．３０％，２０２０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上年末增加了２３．２２％，
主要系公司持续经营积累。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盈利能力逐步提升，资产结构渐趋合理，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维持在较高水
平，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回款情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充足，对公司偿债能力提供
有力支撑，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强。公司不存在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或有负债，亦不存在表
外融资的情况。

２、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６，５８７．６９ ９９．１９％ ３１，５２９．０２ ９９．２５％ ３１，４９４．５１ ９８．９９％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９７．１５ ０．８１％ ２３７．２９ ０．７５％ ３２１．３４ １．０１％

合计 ３６，８８４．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７６６．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８１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整体呈增长趋势。 从结构上看，公司主营业务占比较高，报告期各期均在
９８％以上，主营业务突出。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塑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气
密材料和柔性材料两大类，具体包括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篷盖材料和灯箱广告材料等。报告期
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气密材料 ２９，８６３．１５ ８１．６２％ ２２，１６５．４５ ７０．３０％ ２０，４５８．２９ ６４．９６％

其中：拉丝气垫材料 ２１，５７２．６４ ５８．９６％ １５，５９０．９４ ４９．４５％ １５，４４２．４２ ４９．０３％

充气游艇材料 ８，２９０．５１ ２２．６６％ ６，５７４．５１ ２０．８５％ ５，０１５．８７ １５．９３％

柔性材料 ６，０３７．６３ １６．５０％ ８，６５２．３８ ２７．４４％ １０，６３１．２８ ３３．７６％

其中：篷盖材料 ５，５４６．９６ １５．１６％ ７，０３４．４４ ２２．３１％ ６，５８２．７９ ２０．９０％

灯箱广告材料 ４９０．６７ １．３４％ １，６１７．９４ ５．１３％ ４，０４８．４９ １２．８５％

其他 ６８６．９０ １．８８％ ７１１．１８ ２．２６％ ４０４．９４ １．２９％

合计 ３６，５８７．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５２９．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４９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气密材料生产技术难度较大、加工工艺复杂，行业内竞争者相对较少 ，产品售价及毛利率维持在较
高水平，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主推气密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带来报告期内气密材料的销售收入快速
上升。 报告期内气密材料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呈持续增加趋势，分别为６４．９６％、７０．３０％和８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以来，由于柔性材料主要用于户外帐篷、户外广告等领域，受新冠疫情影响相对较大，同时气密材
料逐步被应用于瑜伽垫、体操垫等室内休闲运动领域，受新冠疫情影响相对较小 ，带来公司气密材料销
售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 主营业务收入中其他产品收入主要系基布 ／ ＰＶＣ膜直接对外销售及ＰＶＣ膜复合
加工后对外销售取得的收入，规模及占比相对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气密材料 ４８．７７％ ８１．６２％ ５０．１４％ ７０．３０％ ５１．４８％ ６４．９６％

其中：拉丝气垫材料 ５３．８１％ ５８．９６％ ５６．７０％ ４９．４５％ ５６．６０％ ４９．０３％

充气游艇材料 ３５．６６％ ２２．６６％ ３４．５９％ ２０．８５％ ３５．７１％ １５．９３％

柔性材料 ２６．６７％ １６．５０％ ２３．７０％ ２７．４４％ １８．８８％ ３３．７６％

其中：篷盖材料 ２７．７８％ １５．１６％ ２７．１７％ ２２．３１％ ２４．２９％ ２０．９０％

灯箱广告材料 １４．１５％ １．３４％ ８．６１％ ５．１３％ １０．０９％ １２．８５％

其他 ８．８１％ １．８８％ ３．８２％ ２．２６％ １．００％ １．２９％

合计 ４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８３％ １００．００％

注：为保持数据可比性，上表中２０２０年分产品的毛利率未考虑将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对毛利率的影
响，以下各类产品毛利率同比分析亦未考虑运输费用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３９．８３％、４１．８４％和４４．３７％，各年间波动相对较小 。 从结构上来
看，毛利率较高的气密材料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在具体产品上，报告期各期拉丝气垫材料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
年基本稳定、２０２０年略有下滑，充气游艇材料和篷盖材料毛利率总体平稳，灯箱广告材料毛利率呈先降
后升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营业利润 １２，５４６．５４ １０，１０４．２９ ８，１９１．５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１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４５．６２ ３４．９４ ５２．２８

利润总额 １２，５００．９２ １０，０６９．６８ ８，１３９．３４

净利润 １０，７５３．１６ ８，６５７．８２ ６，７６４．９９

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１００．３６％ １００．３４％ １００．６４％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分别为８，１９１．５２万元、１０，１０４．２９万元和１２，５４６．５４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１００．６４％、１００．３４％和１００．３６％。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在营业收入增长及气密材料收入占比
提升的带动下持续增长，公司净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３、现金流量
报告期各期，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６，８３１．１８万元、９，３２３．１０万元和８，１４１．６５万

元，随着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的持续上升，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较强。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２０１８年度增加了２，４９１．９２万元，主要系：１）２０１９年涤

纶工业长丝价格下降较为明显且公司逐步加大拉丝基布自产、 减少了外协采购， 带来公司当期购买商
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少１，９９２．５９万元；２）伴随着公司气密材料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 ，公司
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亦带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出现增加。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２０１９年度略有下降，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余额受四
季度销售额较高及疫情影响同比出现增加影响。

报告期各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３，５６８．３１万元、－２，９１７．９２万元和－７，１００．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主要系公司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分别达到２，６０３．６４万元、４，１５８．３１万元和７，２１３．２６万元， 公司报告期内不断研发生产新产品 ，购
置相关设备以进行技术升级，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拉丝基布生产主要依靠外协，受外协单位自身产能增长
限制，公司逐步购置相关机器自产拉丝基布。 ２０１９年以来公司购入土地并逐步开展募投项目建设，因此
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金额较大。

报告期各期，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１，６３６．３５万元、－２，６８８．０４万元和－２，９４４．７７
万元，２０１８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主要系当年度进行了一轮增资，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
主要系相关期间进行了股利分配。

（五）股利分配政策和历年股利分配情况
１、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公司创立大会暨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章程 》，对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作出以下规定：
（１）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

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

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２）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

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２５％。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２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３）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为：
１、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
２、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向投资者分配股利。
３、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２、报告期内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实际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时间 会议 分配方案 占上一年净利润比例

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２０１７年股东会 向公司股东分配现金股利８，０００万元（含税） １５４．５２％

２０１９．３．２４ 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 向公司股东分配现金股利２，５００万元（含税） ３６．９５％

２０２０．３．２２ 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 向公司股东分配现金股利２，５００万元（含税） ２８．８８％

３、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制定上市后执行＜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上市后章程 》明确了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如
下：

（１）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利润分配政策， 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

配。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２）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比例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具备现金分

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 、
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３０％。
（３）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公司当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盈利，且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为

正值；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未来１２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公司未来１２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３０％。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４）利润分配的决策、变更机制和程序
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根据本章程的规定 ，结合公司盈利情况、现金及投资需求提出，独立董事对

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若公司生产经营、重大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

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征求独立董事、监事和投
资者的意见；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调整方案由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
以上通过。

４、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

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公开发行后的全体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情况
发行人不存在控股、参股公司。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数额及使用计划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２，５００万股。 募集

资金数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向投资者询价情况确定。
公司的募集资金拟全部投入下列项目（按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排序）：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１ 年产４５０万平方米拉丝基布建设项目 ４２，８４０．６３ ４２，８４０．６３

２ 高性能产业用复合新材料技改项目 ３，１８８．２６ ３，１８８．２６

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２，１３３．８９ ２，１３３．８９

合计 ４８，１６２．７８ ４８，１６２．７８

如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量，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用募集资金置换经审计的先期投入自有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入时间进度
根据规划，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上述投资项目的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建设期 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１ 年产４５０万平方米拉丝基布
建设项目 ４２，８４０．６３ １６，４００．７５ １７，１２１．４４ ９，３１８．４５ ４２，８４０．６３

２ 高性能产业用复合新材料
技改项目 ３，１８８．２６ １，６７０．０４ １，５１８．２２ － ３，１８８．２６

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２，１３３．８９ １，３２７．５９ ８０６．３０ － ２，１３３．８９

合计 ４８，１６２．７８ １９，３９８．３８ １９，４４５．９６ ９，３１８．４５ ４８，１６２．７８

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入时间将按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的进展情况作相应调整， 确保募
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取得相关部门的备案批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核准备案文号 环评批复 ／ 受理书

年产４５０万平方米拉丝基布建设项目 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１７－０３－０１８７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０００００２８７

高性能产业用复合新材料技改项目 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１７－０３－００６８９１－０００ 嘉环海建［２０１９］７６号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１７－０３－００８９４７－０００ 改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０００４２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年产４５０万平方米拉丝基布建设项目 公司 海宁

高性能产业用复合新材料技改项目 公司 海宁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 海宁

（五）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审批 ，其中“年产

４５０万平方米拉丝基布建设项目” 已经海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 （备案文号 ：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１７－０３－
０１８７１８－０００）。 该 项 目 已 经 于 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２５日 于 嘉 兴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进 行 环 评 备 案 ， 备 案 号 为
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０００００２８７。 该项目所需土地公司已取得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取得浙（２０１９）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４９５９３号《不动产权证书》，土地坐落于海宁市马桥街道建中路西侧、宋顾大桥港北侧，面积为２４，９２８．００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性能产业用复合新材料技改项目”为利用发行人已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项下的原工业土地进行项目建设，不涉及新增土地。 且该项目已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经海宁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备案（备案文号：２０１９－３３０４８１－１７－０３－００６８９１－０００），且已经取得嘉兴市环境保护局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
出具的嘉环海建［２０１９］７６号 《嘉兴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关于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产业用复
核新材料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意见》审批，同意该项目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利用发行人已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原工业土
地进行项目建设， 不涉及新增土地。 该项目已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经海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 （２０１９－
３３０４８１－１７－０３－００８９４７－０００），且该项目已经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于嘉兴市环境保护局环评备案，同意该项
目实施。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安排
本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实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户集中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议案， 并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

分研究，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报告期各期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３１，８１５．８５、３１，７６６．３１和３６，８８４．８４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分别为６，７６４．９９万元 、８，６５７．８２万元和１０，７５３．１６万元 ，公司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 ，募集资金
到位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 ，公司现有的财务状况可以有效地支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和实施 。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研发及技术人员为３０多人，拥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各类专利２１项 ，公司的多项
核心技术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公司研发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稳定，公司持续加强团队建
设，着力打造一支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动力。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制定了全面的组织制度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业务流程体系，在
采购、生产、销售等关键环节制定了相应的程序和标准，公司也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公司重大决策、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公司的管理能力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适
应。

综上，公司董事会经分析后认为，公司募集资金金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规模、财务
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

（八）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独立性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不

会新增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已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八、特别风险提示”中披露的风险外，公司生

产经营所涉及的其他风险如下：
（一）应收账款增长及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考虑客户的合作期限、交易金额等因素，给予不同客户不同的信用政策。在内销

业务上，对于新客户和小规模客户，公司一般采取预付款和款到发货的方式 ；对于持续稳定合作的规模
客户，公司通常提供不超过９０天的信用期。在外销业务上，公司通常在收到部分或全部预付款项后发货，
对少量长期合作的大客户提供不超过９０天的信用期。 报告期内，公司气密材料业务开拓进展顺利，来源
于气密材料客户的业务量快速增长，导致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
余额分别为８，５３４．６４万元、８，９６８．００万元和１４，０４０．０５万元，呈增长趋势；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分
别为６０４．６７万元、５５１．０３万元和７２９．３０万元。

随着公司气密材料业务规模的增长，公司应收账款仍可能维持较高余额且呈上升趋势，若公司下游
气密材料行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部分气密材料客户财务状况恶化， 可能出现因应收账款坏账而给公
司现金流、经营业绩带来负面影响的风险。

（二）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外销业务主要以美元为结算货币。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１０，２０５．６１万元、８，１０３．６８万

元和５，５１２．６５万元，分别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３２．４０％、２５．７０％和１５．０７％。 未来几年内，海外市场仍将是
公司重要的销售区域，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大幅波动将对公司盈利状况产生较大影响。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咨询。
报告期内，公司的汇兑收益为４２６．５３万元、－４１．３２万元和－２３１．９０万元。
以下以２０２０年 （末） 公司的外币交易及余额情况进一步分析汇率波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 公司

２０２０年（末）外币交易及余额规模如下（以下折算为人民币金额）：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末）

外币收入 ５，５１２．６５
外币采购 ３０５．８６
外币资产 ４，８０４．７５
外币负债 ４０．４０

报告期内公司以外币结算的交易主要系计入主营业务的销售收入， 采购主要系进口贴合机等生产
用机器设备，上述交易主要以美元计价 、结算；公司报告期末持有的外币资产主要系货币资金及应收账
款，外币负债主要系预收账款。

根据上述外币交易及余额规模，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对净利润影响

外币兑人民币汇率增加１％ ８９．４２
外币兑人民币汇率减少１％ －８９．４２

注：上述汇率波动以２０２０年末汇率为基准汇率。
因此，如果未来汇率出现短期大幅波动，将会给公司生产经营以及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带来一定的影

响，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三）产品替代风险
公司目前拥有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等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在该等气密材料上处于行业

前列，产品生产工艺先进、多年来运行良好，且具备较强的成本控制优势，取得了下游划水板、体操垫、充
气游艇等运动、休闲产品制造企业的认可，未来市场前景较好。但随着拉丝气垫材料、充气游艇材料技术
标准和生产工艺等的日益改进，加之下游客户需求日益多元化，如果公司无法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及时
更新产品生产工艺及技术标准，并适时推出新的产品，公司将面临产品替代风险。

（四）税收政策风险
根据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文件 《关于浙江省２０１８年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 》

（国科火 ［２０１９］７０号 ），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自２０１８年起企业按１５％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
税 。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 未来，公司能否继续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取决于公司是否仍然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规定的有关条件。在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公司仍将
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研发费用投入规模、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比例、员工结构等条
件，公司未来持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可能性较大。

但如果因各种因素影响， 公司不能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则公司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将从
１５％上升至２５％，从而对公司税后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存货减值的风险
公司采取主要以销定产、同时兼顾订单需求适度备货的生产模式。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金

额分别为６，３５０．３９万元、６，０４７．２２万元和５，９９８．４５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足额计
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其中２０２０年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达到２４１．８１万元。 若公司未来出现客户无法执行
订单、库龄较长且无法通过市场销售的存货大幅增加或者出现大批拟报废存货等情况，导致公司存货跌
价损失显著增加，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境外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来自境外客户的收入分别为１０，２０５．６１万元、８，１０３．６８万元和５，５１２．６５万元，占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３２．４０％、２５．７０％和１５．０７％，公司境外销售收入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

报告期内，公司对境外客户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境外销售货款回收也未出现异常，但是不排
除由于所在国家政治、经济、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波动导致个别客户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从而影响该等
客户的回款；或由于个别客户采取极端措施拒付公司货款的情况，公司境外客户应收账款将存在一定的
回收风险。

（七）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公司的工艺技术包括拥有的各项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 其中非专利技术主要是公司在生产实践

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生产经验和工艺配方，如对织造技术的积累、压延温度的控制、贴合设备的改进等。目
前，公司对部分核心技术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关键生产环节实行工序隔离，各类产品的核心
技术分别由不同技术人员保管， 从而将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有效控制。 但若公司保密机制未能有效运
作，或保密措施未得到严格执行，公司仍将面临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八）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实际控制人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直接持有公司６６．５１％的股份，并通过控制浙江华

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２３．７５％的股份， 蒋瑜慧、 蒋生华和王明珍合计控制公司９０．２５％的股
份。 本次发行后，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家族合计控制公司股份的比例仍较高，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同
时，蒋生华、蒋瑜慧占有２个董事会席位。

公司实际控制人蒋瑜慧、蒋生华和王明珍持有公司较高的股权比例，可以通过公司董事会或行使股
东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利润分配等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公司已建立相应的
内部控制和法人治理结构， 但仍可能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带来决策不当的风
险，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年产４５０万平米拉丝基布建设项目”，全部达产后 ，公司将新增拉丝

基布产能４５０万平方米。 虽然募投项目的实施能有效解决公司拉丝气垫材料基布产能瓶颈问题，但也会
增加拉丝气垫材料成品的市场销售压力。 ２０２０年，公司拉丝气垫材料的产量、销量分别为３４３．４７万平米、
３２８．８９万平米，上述募投项目拉丝基布新增产能增幅较大。 如果公司市场销售能力不能实现有效提升，
将带来新增募投项目产能消化的风险。

（十）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建成后 ，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将增加 ，项目建成后新增折旧费用将大幅增加 ，募投

项目达产后每年合计新增折旧摊销费用２，８４０．７７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如果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主营产品单
价和产品毛利率下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收益不能实现，则公司存在因为固定资产折旧大量增加而
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十一）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 、净资产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从投入到

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预期经营业绩难以在短期内释放。 因此，公司在短期内存在因股本规模
及净资产规模扩大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正在履行的重要合同包括采购合同、销售合同、建筑施工合同、设备购买合同

等。
（二）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 、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

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均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明珍

受到过１项行政处罚，具体情形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宁市支局向王明珍作出了海外管
告［２０１９］１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宁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就王明珍因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０日于香港出资注
册设立香港永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至今未办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事项，处人民币５，０００元罚款。 王明珍
已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缴纳了上述罚款。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规定 ，上述处罚不属
于重大处罚，且未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王明珍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不存在涉
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有关各方当事人

名 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

系人

发行人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马
桥街道红旗大道８号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７１８１ ０５７３－８７９８７１８９ 范跃锋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７９８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７９８ 吴绍钞 、姜

慧芬

律师事务所
浙江天册律师

事务所
中国杭州市杭大路１号黄

龙世纪广场Ａ座１１楼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１１１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５００ 黄廉熙 、金
臻、黄金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
江路１３６６号华润大厦Ｂ座

３１楼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陈彩琴 、周

晨

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
杭州市西溪路１２８号９０１

室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４１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８２６ 周敏、费文
强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
路１８８号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２０４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

拟上市的证券交
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证

券大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二、发行上市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２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５日

网下、网上申购日期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６日

网下、网上缴款日期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招股意向书摘要附件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附件包括下列文件，该等文件除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披露外，还可在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场所查阅。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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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章程；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浙江华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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