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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产收购中，控股股东新胜达投资按账面净值（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1,093.65 万元、无形资产净值 933.36 万元、其他应付款金额 2,027.01 万元）

向公司转让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和债务。 发行人以公允价值入账，其中增

加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原值 4,877.01 万元， 增加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原值

10,022.98 万元，增加负债 2,027.01 万元，资产账面净值和公允价值之间的差

异为 12,872.98 万元， 调增资本公积 10,942.03 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1,

930.95 万元。

发行人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所转让的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不构成业务，不影响发行人业务

模式。 本次重组前后，管理层、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重组所转让的土地、房产为大胜达注册地、大胜达纸箱厂所在地，通

过本次重组，发行人将生产经营相关的部分土地、房产纳入名下，进一步增强

了资产独立性，同时减少了向控股股东的关联租赁，进一步规范了关联交易。

（三）报告期内各类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说明

如前本小节之“（一）发行人资产重组概况” 所述，发行人设立以来主要

资产重组事项共 13 项，其中 3 项发生于报告期外，包括：2007 年 12 月收购胜

铭纸业 25%股权、2010 年 3 月收购胜达预印 10%股权、2010 年 9 月收购大

胜达苏州 100%股权；其余 10 项发生均于报告期内。

报告期内发生的 10 项资产重组中， 新胜达投资向大胜达转让土地及房

产、大胜达向双可达转让房产为资产转让，不构成业务；此外 2017 年 2 月收购

胜铭纸业 25%股权实质为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上述 3 项重组均不属于业务重

组。 剩余 7 项资产重组事项按照被重组对象是否与发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权

人控制可分为两类，分别对发行人的影响如下：

1、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影响

报告期以来， 发行人围绕着以下两类目的实施了 5 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

下的业务重组：（1）以突出主营业务、解决同业竞争为目的的重组，包括收购

爱迪尔 45%股权（虽然本次收购爱迪尔少数股东股权不构成企业合并，但考

虑到所收购的爱迪尔股权为同行业资产， 且标的资产自报告期初就为方氏家

族所持有，谨慎起见也纳入重组影响占比的计算。 ），剥离双胜纸业 99.06%股

权等 2 项；（2）以完善资产完整性、减少关联租赁为目的进行的重组，包括收

购九浪山 100%股权、收购盐城兆盛 100%股权以及收购永常织造 100%股权

等 3 项。 上述重组均属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发

行人最近 3 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适用意见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3 号》（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 3 号》” ）规定的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

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的情况。

根据《适用意见第 3 号》要求，本公司报告期以来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重

组对本公司在重组完成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指

标的影响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重组前本公司相关数据(A) 118,588.71 108,407.97 6,903.63

转入

爱迪尔（按收股权比例 45%折算） 13,407.80 8,861.24 1,607.66

九浪山 3,128.67 - 0.03

盐城兆盛 3,866.12 190.48 -22.00

永常织造 12,521.08 - -181.49

转出 双胜纸业 19,924.80 18,556.88 182.53

被重组方的影响额合计(B) 52,848.47 27,608.59 1,993.71

重组对发行人的影响(C=B/A) 44.56% 25.47% 28.88%

注：1、收购胜铭纸业 25%股权前后胜铭纸业均为发行人合并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新胜达投资向大胜达所转让的土地及房产、大胜达向双可达转让的彩

印厂房产未构成业务，因此未纳入重组影响的计算；2、为反映九浪山、永常织

造重组时主要资产（土地、房产）的价值，九浪山资产总额取自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 月 31 日（2016 年末总资产仅为 250.25 万），永常织造数据取自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1 月 31 日 （2017 年 11 月成立）， 其余数据均取自 2016

年；3、利润总额为负数时取绝对值以测算影响；4、被重组方数据均已扣除关联

交易的影响；5、除九浪山、永常织造数据未经审计外，其余数据均经审计或审

阅。

因此， 本公司报告期以来的一系列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资产重组对

重组前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影响比例均未达到 100%，无需

另外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本次申报满足运行时间要求。

2、非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影响

报告期内非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事项包括收购湖北大胜达 100%

股权、收购中天智能 55%股权等 2 项，对发行人的影响说明如下：

（1）与发行人重组前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属于同一行业内重组。

收购湖北大胜达 100%股权之前，湖北大胜达尚未开始实际业务经营，主

要资产为位于湖北省汉川市的土地购买权， 公司拟取得该土地作为未来湖北

生产基地的生产经营用地。收购中天智能 55%股权之前，中天智能主要资产为

2017 年 6 月拍卖取得的原破产公司派克杰的土地、 房产及纸包装相关设备，

公司拟将上述资产作为公司进一步升级改造西南地区产能的业务基础。因此，

上述标的公司现有或未来业务与发行人重组前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 属于同

一行业内的业务重组,服务于公司纸包装业务的跨区域业务拓展计划。

（2）重组前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控制权掌控能力不变。

上述两项重组前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均为方氏家族，报告期非同一公司

控制权人下的业务重组不影响公司实际控制权。

（3）非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重组行为未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变化。

被合并方重组前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合计占发行人重组前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的比例分别为 5.20%、2.21%，由于湖北大胜达、中天智能重组时尚未开始

实际经营，无营业收入，占发行人重组前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 因此，非同一

公司控制权人下重组对公司主要指标的影响较小， 未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变

化。

（四）对本次申报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3 号》的说明

1、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二款的规定

本次重组前， 方氏家族控制的胜达集团自 2012 年起持有爱迪尔 50%股

权，本次重组的爱迪尔股权自报告期初始为方氏家族所持有；九浪山、盐城兆

盛、永常织造等自设立起受同一公司控制权人方氏家族控制，通过上述主体重

组进入本公司的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 房产也自报告期初起即为方氏

家族所控制；胜铭纸业、双胜纸业重组前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也自报告

期初始受方氏家族所控制。

前述重组均围绕着完善发行人资产完整性、消除同业竞争、完善业务版图

进行，重组进入发行人的业务或资产均为纸包装业务相关资产，或为与纸包装

业务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土地、房产。 重组前后，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重组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二款的规定：“二、发

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 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情

况的，如同时符合下列条件，视为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被重组方

应当自报告期期初起即与发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权人控制， 如果被重组方是

在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应当自成立之日即与发行人受同一公司控制权人控制；

（二）被重组进入发行人的业务与发行人重组前的业务具有相关性（相同、类

似行业或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 ”

2、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三、四、五款的规定

报告期以来，发行人存在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

行重组的多次重组行为。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前一个

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累计占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44.56%、25.47%和 28.88%，超过相应项目的 20%，未超过 50%（上述数据均

为扣除关联交易后口径），无需另外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

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 20%的，申报财务报表至少

须包含重组完成后的最近一期资产负债表，截至基准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公司重组已符合运行期的要求。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重组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三款的规定：“三、发

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的，

应关注重组对发行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的影响情况。发行人应根

据影响情况按照以下要求执行：……（三）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

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

相应项目 20%的， 申报财务报表至少须包含重组完成后的最近一期资产负债

表。 ” ；符合第四款的规定“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会计年度与重组前发行人存在

关联交易的，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按照扣除该等交易后的口径计

算” ； 符合第五款的规定：“发行人提交首发申请文件前一个会计年度或一期

内发生多次重组行为的，重组对发行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的影响

应累计计算。 ”

3、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六款的规定

上述收购中被重组方合并前的净损益已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并在申报财

务报表中单独列示， 具体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九章 财务会计信息” 之

“七、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

上述资产重组中，收购爱迪尔 45%股权、出售双胜纸业 99.06%股权属于

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非企业合并事项， 且资产重组的累计影响占比超过

20%，为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重组对发行人盈利状况的影响，发行人假定重组

后的公司架构在申报报表期初即已存在， 以此为基础编制了最近 3 年的备考

合并利润表， 并由申报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阅报告 （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F10013 号）。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重组符合《适用意见第 3 号》第六款的规定：“重组

属于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一一企业合并》 中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事项

的，被重组方合并前的净损益应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并在申报财务报表中单独

列示。重组属于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的非企业合并事项，但被重组方重组前一

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

过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 20%的， 在编制发行人最近 3 年备考利润表时，应

假定重组后的公司架构在申报报表期初即已存在， 并由申报会计师出具意

见。 ”

五、发行人控股、参股公司及分支机构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有控股子公司 13 家，参股公司 2 家，分

支机构 1 处，具体情况如下：

（一）浙江胜达彩色预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胜达彩色预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 8月 8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生产、销售：纸箱、纸板；纸包装技术研究与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有效期

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 计 的 经 营 状 况

（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75,220,852.61 112,965,600.24

净资产 51,190,379.04 78,943,084.63

净利润 15,284,290.61 27,752,705.59

胜达预印从事高档瓦楞纸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

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05 年 8 月胜达预印设立

胜达预印系由大胜达有限与方能斌共同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 胜达预印

原名称为杭州双达包装有限公司 （后于 2006 年 8 月 30 日名称变更为浙江

胜达纸箱有限公司，2008 年 5 月 15 日变更为浙江胜达彩色预印有限公

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大胜达有限出资 900 万元、方能斌

出资 100 万元。

胜达预印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900.00 90.00%

2 方能斌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杭萧会内设验（2005）第 665 号《验资报

告》， 验证截至 2005 年 8 月 3 日胜达预印已收到上述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

的全部出资。

（2）2010 年 3 月股权转让

2010 年 3 月 10 日，方能斌与大胜达有限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方

能斌将其持有的胜达预印 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0 万元），转让予大胜

达有限，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经胜达预印股东会决议

通过，并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胜达预印成为大胜达有限的全资子公司。

（二）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12月 28日

注册资本 9,370.4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生产：高档纸板、瓦楞纸箱；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股东构成 胜达预印持有 75%股权，大胜达股份持有 25%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200,167,632.23 197,562,752.45

净资产 150,448,833.46 152,225,330.74

净利润 41,715,684.15 39,776,497.28

胜铭纸业从事高档瓦楞纸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

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06 年胜铭纸业设立

2006 年 12 月 8 日，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胜达彩色预

印有限公司）和 CHENG�LOONG�（HANGZHOU） INVESTMENT�CO.,�

LTD（正隆（杭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萨摩亚群岛，以下简称“正

隆” ）制定《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设立合营公司杭州胜铭纸业

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 2,998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1,200 万美元，浙江胜达

纸箱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以现有机器设备作价投

入，不足部分以人民币现金折合投入，正隆出资 6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以美元现汇投入，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之前缴足。

2006 年 12 月 19 日，杭州市萧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以《关于同意

设立合资经营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及对公司合同、 章程的批复》（萧外经

贸审〔2006〕353 号），批准设立合资经营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同意公司

合同、章程和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2006 年 12 月 2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

胜铭纸业核发了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浙府资杭字［2006］

05446 号）。 2006 年 12 月 28 日，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胜铭纸业核发了

注册号为企合浙杭总字第 007740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胜铭纸业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 600.00 50.00%

2

CHENG�LOONG�（HANGZHOU） INVESTMENT�CO.,�

LTD

600.00 50.00%

合计 1,200.00 100.00%

根据杭州萧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出具的杭

萧审外验［2006］10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6 年 12 月 29 日，胜铭纸业

已收到正隆以美元现汇缴纳的第一期注册资本合计 600 万美元。

根据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杭萧

会外验［2007］第 1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7 年 1 月 24 日，胜铭纸业已

收到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以实物缴纳的第二期注册资本合计 600 万美元。

根据杭州萧然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杭萧评报字（2007）第 2 号《资产评估报

告》，该等实物出资（机器设备）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0,355,881.00 元，其

中 46,852,200.00 元折合实收资本 600 万美元，多余的 3,503,681.00 元作

“其他应付款” 处理；连同第一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 1,200 万美元。

（2）2007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7 年 11 月 22 日，胜铭纸业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股东正隆将其

持有的 25%股权转让给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 300 万美元。

同日，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与正隆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7 年 12 月 12 日，杭州市萧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以《关于同意

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修订合同、 章程的批复》（萧外经贸审

〔2007〕309 号）， 同意外方股东正隆将其持有的胜铭纸业 25%的股份全部

转让给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 21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胜铭

纸业换发了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浙府资杭字［2006］05446

号）。 胜铭纸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胜铭纸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 900.00 75.00%

2

CHENG�LOONG�（HANGZHOU） INVESTMENT�CO.,�

LTD

300.00 25.00%

合计 1,200.00 100.00%

（3）2010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6 月 30 日，胜铭纸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正隆将其持有的胜

铭纸业 25%股权转让给永创控股， 转让对价为 300 万美元。 2010 年 7 月 1

日，永创控股与正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0 年 10 月 21 日，杭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了《准予变更杭

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行政许可决定书》（杭外经贸外服许〔2010〕325 号），

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及公司章程修正案。2010 年 10 月 2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

向杭州胜铭换发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浙府资杭字［2006］

05446 号）。 胜铭纸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胜铭纸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预印注

注

900.00 75.00%

2 永创控股 300.00 25.00%

合计 1,200.00 100.00%

注 ： 浙江胜达纸箱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15 日更名为浙江胜达彩色

预印有限公司， 胜铭纸业已于 2009 年 2 月 17 日就上述股东名称变更事项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4）2017 年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2 月 21 日，胜铭纸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永创控股将其持有

的胜铭纸业 25%股权转让予大胜达股份。 同日，大胜达股份与永创控股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股权转让的对价为 3,518.92 万元。

2017 年 2 月 21 日，胜铭纸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类型由中外合

资企业变更为内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根据出资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 1:

7.8087 折算成人民币 9,370.44 万元。

胜铭纸业已就上述股权转让和公司类型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了《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93698890M）。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胜铭纸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预印 7,027.83 75.00%

2 大胜达股份 2,342.61 25.00%

合计 9,370.44 100.00%

（三）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8月 14日

注册资本 3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 198号 A-B102-903室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筹建生产：瓦楞纸箱、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的项目（筹建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筹建期内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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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总资产 66,721,590.47 290,092,043.20

净资产 66,688,093.37 149,927,825.57

净利润 -306,176.63 -485,997.80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胜达智能” ）尚未开展任何实际生产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大胜达智能是由大胜达股份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人民币。

2017 年 8 月 14 日，大胜达智能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

立，取得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MA28X0FF67 的《营业执照》。

大胜达智能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股份 32,000.00 100.00%

合计 32,000.00 100.00%

大胜达智能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大胜达智能已收到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15,850 万元注册资本。

（四）江苏大胜达概念包装研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大胜达概念包装研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6月 16日

注册资本 3,01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办事处纬八路 16号（D）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概念包装、纸包装技术研发，高档纸板纸箱制造，瓦楞纸箱、纸板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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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87,468,645.22 89,778,875.84

净资产 24,713,848.02 29,045,756.13

净利润 3,535,857.41 4,331,908.11

江苏大胜达概念包装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大胜达” ）从事高

档瓦楞纸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

变更。

2、历史沿革

江苏大胜达系大胜达有限于 2014�年 6�月 16�日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3,018 万元。

2014 年 6 月 16 日，江苏大胜达经盐城市盐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

立，取得了注册号为 320928000280342 的《营业执照》。

江苏大胜达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3,018.00 100.00%

合计 3,018.00 100.00%

江苏大胜达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江苏大胜达已收到发行人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3,018.00 万元注册资本。

（五）盐城兆盛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盐城兆盛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8月 15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办事处纬八路 16号（G）

法定代表人 胡红平

经营范围

钢结构制造及销售，自有厂房、土地租赁，物业管理，服装销售，包装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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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江苏大胜达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37,277,055.05 35,686,738.12

净资产 4,167,283.25 4,218,768.12

净利润 428,051.01 51,484.87

盐城兆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兆盛” ）目前除了房屋出租外未实

际从事生产活动，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不曾发生变更。

2、历史沿革

（1）2014 年 8 月 15 日盐城兆盛设立

2014 年 8 月 15 日， 盐城兆盛经盐城市盐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

立，取得了注册号为 320928000285475 的《营业执照》。

盐城兆盛设立时的股权架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集团 500.00 100.00%

合计 500.00 100.00%

截至 2015 年 2 月， 盐城兆盛已收到胜达集团缴纳的首期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2）2016 年 10 月股权转让

2016 年 10 月 17 日，盐城兆盛股东胜达集团作出决定，将其持有的盐城

兆盛 100%股权（对应 500 万注册资本，其中 100 万注册资本已实缴）以人

民币 1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苏大胜达， 未到位的 400 万注册资本由江苏

大胜达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前以货币形式出资到位。

2016 年 10 月 19 日， 盐城兆盛就上述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盐城市盐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320903313700622W）。

经过此次股权转让，盐城兆盛成为江苏大胜达全资子公司。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盐城兆盛已收到全部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500 万元注册资本。

（六）浙江大胜达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大胜达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6月 22日

注册资本 15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迎春南路 49号 4幢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生产、销售：纸制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20,361,444.99 33,529,057.68

净资产 14,921,557.20 21,145,201.90

净利润 5,279,793.80 6,223,644.70

浙江大胜达包装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胜达苏州” ）从事以瓦楞

纸箱为主的纸包装制品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

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10 年 6 月 22 日苏州亚美制品有限公司设立

苏州亚美纸品有限公司（2016 年 10 月 11 日更名为浙江大胜达包装苏

州有限公司） 由戴梅英与瞿曹成共同出资设立，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58 万

元，其中戴梅英出资 97.60 万元、瞿曹成出资 60.40 万元。

2010 年 6 月 22 日， 大胜达苏州经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

立，并取得注册号为 320506000201346 的《营业执照》。

大胜达苏州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戴梅英 97.60 61.77%

2 瞿曹成 60.40 38.23%

合计 158.00 100.00%

（2）2010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8 月， 瞿曹成、 戴梅英夫妇将其持有的大胜达苏州股权， 作价

300 万元转让给大胜达有限。 本次股权转让后，大胜达苏州成为大胜达有限

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经大胜达苏州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七）成都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12月 2日

注册资本 4,28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科盛路 789号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瓦楞纸箱、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口；普通货运及其他无需许可或审批的合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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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55%股权，成都中天持有 45%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84,556,356.85 55,622,067.04

净资产 36,889,438.61 33,599,898.31

净利润 2,263,381.31 -3,289,540.30

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达中天” ）目前从事瓦楞纸

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活动，主营业务自成立以来未发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2014 年胜达中天设立

2014 年 11 月 25 日，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筹）召开首次全体股

东会议决议注册资本为 4,286 万元， 其中大胜达有限出资 2,357.3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55%，成都中天出资 1,928.7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5%。

2014 年 12 月 2 日，胜达中天经成都市温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

准 设 立 ， 并 取 得 了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15321535006D）。

胜达中天设立时的股权架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2357.30 55.00%

2 成都中天 1928.70 45.00%

合计 4,286.00 100.00%

胜达中天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股权变更。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胜达中天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4,286 万元。 其中，收到大胜达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资本 2,357.3 万元；收

到成都中天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资本 478.7 万元，以实物形式缴纳的注册

资本 1,450 万元。 根据川天平评报字[2015]0020 号《资产评估报告》，该等

实物出资 （机器设备）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4,531,

131.87 元，作价 1,450 万元。

（八）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1月 16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汉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新型包装材料研制销售；包装机械及配件、五金工具、日用百货、建材（不含危化

品）批零兼营；塑料制品、纸品加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119,188,156.67 222,928,734.22

净资产 40,408,741.86 31,715,136.93

净利润 -5,694,326.90 -8,693,604.93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大胜达” ） 为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年产 3 亿方纸包装制品项目” 的实施主

体，第一期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正式投产。

2、历史沿革

（1）2010 年 11 月湖北大胜达前身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设立

2010 年 11 月 16 日，武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陈志浩，胡青华，段

继平，刘辉和李新安签署了《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章程》，约定注册资本

为 2,000 万元。

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经汉川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成立，并取得注册号为 420106000151406 的《营业执照》，设立时

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武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 1,000.00 50.00%

2 陈志浩 840.00 42.00%

3 胡青华 40.00 2.00%

4 段继平 40.00 2.00%

5 刘辉 40.00 2.00%

6 李新安 40.00 2.00%

合计 2,000.00 100.00%

根据湖北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鄂立验字 [2010]Y0561 号

《验资报告》，截至 2010 年 11 月 11 日，已收到股东缴纳的首期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根据湖北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鄂立验字[2010]Y51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1 年 1 月 20 日，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 2 期出资人民币 1,

5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2）2016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同时公司更名为湖北大胜达

2016 年 5 月 16 日，湖北钧麒新材料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武

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陈志浩、胡青华、刘辉、李新安将其持有的合计

100%的股权转让给大胜达，并更名为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同日，

武汉市天虹纸塑彩印有限公司、陈志浩、胡青华、刘辉、李新安分别与大胜达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湖北大胜达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取得汉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562348826Y）。

经过此次股权转让，湖北大胜达成为大胜达全资子公司。

（3）2016 年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5 月 25 日，湖北大胜达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加到 5,000 万元，新增的 3,000 万注册资本由大胜达缴纳。 湖

北大胜达就上述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7 月 22 日，湖北大胜达已收到大胜达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3,000

万注册资本，合计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九）大胜达（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胜达（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7月 15日

注册资本 港币 5,089,401元

注册地址 香港上环文咸东街 50号宝恒商业中心 6字楼 604室

法定代表人 方聪艺

经营范围 经营与本企业或企业成员生产、经营有关的材料与产品及设备的进出口贸易、包装产品的设计与服务、纸制品的销售等。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3,208,348.22 4,046,853.09

净资产 1,203,942.01 285,419.84

净利润 -1,240,471.44 -1,057,998.97

大胜达（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胜达（香港）” ）主要从事

瓦楞纸箱为主的纸包装制品的销售、贸易活动，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

过变更。

2、历史沿革

（1）大胜达（香港）设立

大胜达（香港）是由大胜达有限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发起设立的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港元。

大胜达（香港）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2）第一次增发股份

2017 年 7 月 5 日，大胜达（香港）增发股本合计港币 2,089,401 元，共

2,089,401 股普通股， 本次增发完成后大胜达股份持有大胜达 （香港）3,

089,401 股，合计港币 3,089,401 元，占已发行股份的 100%。根据缪氏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香港法律意见书》，本次增发符合香港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增发后的大胜达（香港）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股份 308.94 100.00%

合计 308.94 100.00%

（3）第二次增发股份

2017 年 12 月 20 日，大胜达（香港）增发股本合计港币 2,000,000 元，

共 2,000,000 股普通股，本次增发完成后大胜达股份持有大胜达（香港）5,

089,401 股，合计港币 5,089,401 元，占已发行股份的 100%。

本次增发后的大胜达（香港）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股份 508.94 100.00%

合计 508.94 100.00%

3、大胜达（香港）设立所履行的手续及境外经营合法合规性

发行人设立大胜达（香港）时履行了必要的商委及外汇手续。 2015 年 6

月 17 日，浙江省商务厅向大胜达有限核发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

资证第 N3300201500253 号），批准大胜达有限投资设立大胜达（香港），批

准的总投资额为 100 万美元。 2015 年 10 月，发行人根据《直接投资外汇业

务操作指引》取得了外汇业务经办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通过外汇局资

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发行人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业务回执（外汇局备案表

号：35330109201510208579），履行了必要的外汇相关手续。

发行人设立大胜达（香港）时未取得发改委境外投资备案，但根据杭州

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说明，大胜达（香港）

设立时，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的管理权限在省级发展和改革部门，发行人

在开办大胜达（香港）过程中，经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咨询浙江省发

展和改革委，由于大胜达（香港）注册资本金较低，且设立初期仅为租赁办公

场地、雇请行政文员等简单开办费用，发行人可以通过省商务厅采用简单程

序出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办理即可。 因此，未取得发改备案的情形不违反当

时所在地发改部门的程序要求。

根据香港缪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香港法律意见书》，大胜达（香港）没

有涉及任何的诉讼、仲裁及 / 或香港政府的行政程序（无论是进行中的，待决

的或已经审理完结的），或收到任何法律程序的通知（无论是作为原告、被告

或其他方）；无任何人士针对公司提出清算申请，公司亦无提出自愿清算申

请，不存在被香港各行政部门和 / 或政府机关进行警告、处罚或其他行政规

管措施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大胜达（香港）设立已履行了必要的

手续，境外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十）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 9月 26日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农业旅游开发；农产品加工、五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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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胜铭纸业持有 100%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30,113,061.03 29,921,930.74

净资产 14,873,554.91 14,488,760.92

净利润 -231,521.67 -384,793.99

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浪山” ）目前未实际从事生产

活动。

2、历史沿革

（1）2013 年 9 月九浪山设立

2013 年 9 月 23 日， 胜达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九浪山，注

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2013 年 9 月 26 日，九浪山经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并取得

了注册号为 330181000028830 的《营业执照》。

九浪山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集团 200.00 100.00%

合计 200.00 100.00%

根据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杭萧会内设验（2013）第 154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9 月 23 日九浪山已收到胜达集团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出资 200 万人民币。

（2）2017 年 8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8 月 21 日，胜达集团与胜铭纸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

胜达集团持有的九浪山 100%股权以 1,952.86 万元对价转让给胜铭纸业。同

日，九浪山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九浪山就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取得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10908212396X3）。

本次股权转让后，九浪山成为胜铭纸业全资子公司。

（十一）四川中天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5月 27日

注册资本 4,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青龙镇新彭四路 78号

法定代表人 周仕林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纸制包装箱、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普通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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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大胜达持有 55%股权，周仕林持有 45%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经营状况（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47,293,216.46 79,868,270.06

净资产 41,793,151.84 36,285,479.83

净利润 -1,916,848.16 -6,332,672.01

2、历史沿革

（1）2017 年 5 月中天智能设立

2017 年 5 月 27 日，周仕林出资设立中天智能，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

人民币。

中天智能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经眉山市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

术监督局核准设立， 并取得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1403MA65NBMD4M）。

中天智能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仕林 3,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 100.00%

（2）2017 年 6 月第一次增资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天智能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变更为 4,800 万元。中

天智能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就上述增资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3）2017 年 6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6 月 23 日，周仕林与大胜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周仕

林持有的中天智能 5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640 万元，其中实缴资本 0 万

元）以 0 元对价转让给大胜达。 2017 年 7 月 5 日，中天智能召开股东会，审

议通过股东周仕林将其所持有的中天智能 55%股权转让给大胜达。

中天智能就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取得眉山市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天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 2,640.00 55.00%

2 周仕林 2,160.00 45.00%

合计 4,800.00 100.00%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中天智能已收到大胜达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

资本 2,640 万元人民币， 收到周仕林以货币形式缴纳的注册资本 1,813.50

万元人民币，合计实收资本 4,453.50 万元。

（下转

A18

版）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