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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新疆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 2月 1日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新疆阿拉尔市六团双城镇职工创业园区阿塔公路 3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瓦楞纸箱、纸板生产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服务（出版物印刷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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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101,586,451.24

净资产 48,543,655.29

净利润 -1,456,344.71

2、历史沿革

新疆大胜达是由大胜达股份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2018 年 2 月 1 日，新疆大胜达经阿拉尔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取得

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59002MA77U8NJ31 的《营业执照》。

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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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新疆大胜达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新疆大胜达已收到发行人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5,

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十三）杭州永常织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永常织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11月 1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里村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气流纺纱、混纺纤维制造;销售:纸张(不含新闻凸版纸)、油墨(除化学危险品);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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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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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122,919,221.92

净资产 104,906,258.02

净利润 -3,378,313.48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永常织造尚未开展实际生产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1）2017 年 11 月永常织造设立

永常织造是由双可达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7 年 11 月 13 日， 永常织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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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0109MA2AY36J7W 的《营业执照》。

永常织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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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可达 1,000 100.00%

合计 1,000 100.00%

截至 2018 年 1 月末，永常织造已收到双可达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 1,

000 万人民币。

（2）2018 年 3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3 月 15 日，双可达与大胜达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

双可达持有的永常织造 100%股权以 11,797.61 万元对价转让给大胜达股

份。 同日，永常织造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永常织造就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于 2018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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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30109MA2AY36J7W）。

本次股权转让后，永常织造成为大胜达股份全资子公司。

（十四）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6月 29日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萧山区党山镇梅林村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各类出口商品包装，卷烟商标印刷，彩色胶印，彩印纸盒、纸箱、高档纸制品、文具礼品，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

门批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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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股权，爱迪尔包装持有 13.9%股权，王鑫炎持有 23.47%股权，魏来法持有 9.03%股权，孙小祥持有

5%股权，孔庆华持有 3.6%股权

未经审计的经营状况

（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 4-12月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341,409,816.06 376,831,086.21

净资产 261,007,932.75 287,220,893.92

净利润 27,794,983.73 58,212,961.17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 ）主要从事以烟标、

彩盒为主的高档纸制品的生产、印刷和销售活动，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

生过变更。

2、历史沿革

爱迪尔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29 日，由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爱迪尔集团”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浙江省烟

草工会工作委员会、杭州卷烟厂工会、宁波卷烟厂工会及 30 名自然人股东共

同出资，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5,000�万元，

公司股份总额为 15,000 万元，全部股本划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折合 15,000 万股。 上述出资经萧山市审计师事务所的萧审所验变更

（1998）159 号《验资报告》验证。

经过多次股权转让，截至 2012 年 6 月，爱迪尔的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

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爱迪尔集团 9,585.00 63.90%

2 王鑫炎 3519.75 23.47%

3 魏来法 1353.75 9.03%

4 孔庆华 541.50 3.60%

合计 15,000.00 100.00%

2012 年 6 月 14 日，爱迪尔召开股东大会，一致同意爱迪尔集团将其持

有的爱迪尔 7,50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50%）转让给胜达集团。 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爱迪尔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胜达集团 7,500.00 50.00%

2 爱迪尔集团 2,085.00 13.90%

3 王鑫炎 3519.75 23.47%

4 魏来法 1353.75 9.03%

5 孔庆华 541.50 3.60%

合计 15,000.00 100.00%

2017 年 3 月 22 日，胜达集团分别与大胜达、孙小祥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胜达集团将其持有的爱迪尔 6,75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5%）

作价 13,635 万元转让给大胜达、将其持有的爱迪尔 750 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 5%）作价 1,515 万元转让给孙小祥。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爱迪尔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大胜达 6,750.00 45.00%

2 爱迪尔集团 2,085.00 13.90%

3 王鑫炎 3519.75 23.47%

4 魏来法 1353.75 9.03%

5 孙小祥 750.00 5.00%

6 孔庆华 541.50 3.60%

合计 15,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经爱迪尔股东大会同意，并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登记。

（十五）杭州八戒印刷包装网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八戒印刷包装网络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12月 28日

注册资本 5,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 198号 B2-602室

法定代表人 袁进

经营范围

计算机与互联网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包装设计、工业产品设计、企业形象策划；销售：包装材

料、纸制品、纸张（除新闻凸版纸）、包装机械、印刷机械、计算机软硬件（除网络游戏）；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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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 大胜达股份持有 20%股权，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

未经审计的经营状况

（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

2018年度

总资产 13,048,789.23 17,548,735.96

净资产 6,980,407.49 5,752,803.3

净利润 -8,711,380.11 -1,227,604.24

杭州八戒印刷包装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八戒” ）主要从事与

纸包装相关的互联网平台经营，提供包装方案设计、印刷业务撮合等服务，自

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2、历史沿革

（1）2015 年 12 月杭州八戒设立

杭州八戒系由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猪八戒网络” ）、陈

万平、丘晓君共同出资并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杭州八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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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网络 71.429 71.429%

2 陈万平 21.428 21.428%

3 丘晓君 7.143 7.143%

合计 100.00 100.00%

（2）2016 年 1 月第一次增资

为开拓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开发及业务推广，大胜达于 2016 年 1 月 10 日

与猪八戒网络签署了《投资协议书》，根据投资协议书，大胜达将向杭州八戒

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 占杭州八戒 30%的股份， 增资款分两次缴

纳，约定首次增资款为 3,000 万元，第二次增资款为 2,000 万元。

同日，杭州八戒召开股东会，同意注册资本增加至 142.8571 万元，由大

胜达以货币资金方式增资 42.8571 万元。 大胜达于 2016 年 4 月前将协议书

约定的首次增资款 3,000.00 万元支付予杭州八戒，超出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016 年 2 月 1 日，本次增资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

本次增资后，杭州八戒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猪八戒网络 71.429 50.00%

2 大胜达有限 42.8571 30.00%

3 陈万平 21.428 15.00%

4 丘晓君 7.143 5.00%

合计 142.8571 100.00%

（3）2016 年 3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3 月，陈万平、丘晓君将其持有的杭州八戒股权分别作价 21.428

万元、7.143 万元转让给广东印生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生活科

技” ）。 本次股权转让经杭州八戒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杭州八戒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猪八戒网络 71.429 50.00%

2 大胜达有限 42.8571 30.00%

3 印生活科技 28.571 20.00%

合计 142.8571 100.00%

（4）2016 年 6 月第二次增资

2016 年 6 月 13 日，杭州八戒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5,

100 万元，由猪八戒网络、大胜达有限及印生活科技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

本的方式分别认缴出资 2,478.571 万元、1,487.1429 万元、991.429 万元，合

计认缴 4,957.1429 万元。 2016 年 6 月 15 日，本次增资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

本次增资后，杭州八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猪八戒网络 2,550.00 50.00%

2 大胜达有限 1,530.00 30.00%

3 印生活科技 1,020.00 20.00%

合计 5,100.00 100.00%

（5）2017 年 6 月股权转让

2017 年 6 月，发行人将持有杭州八戒 1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510 万

元） 作价 0 元转让给猪八戒网络， 印生活科技将持有杭州八戒 20%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 1,020 万元）作价 0 元转让给猪八戒网络。

发行人转让杭州八戒股权的原因主要系发行人投资后杭州八戒发展未

达预期，经与猪八戒网络友好协商，发行人拟不再继续履行原《投资协议书》

约定的 2,000 万投资义务，相应地将杭州八戒 10%股权转让给猪八戒网络。

因此，双方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上述股权转

让事项；于 2017 年 6 月 18 日签订了《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确认发行人

无须再向杭州八戒支付原《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剩余 2,000 万元增资款。

2017 年 6 月 16 日，本次股权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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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八戒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猪八戒网络 4,080.00 80.00%

2 大胜达股份 1,020.00 20.00%

合计 5,100.00 100.00%

（十六）江苏双胜纸业有限公司（已注销）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双胜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9月 22日

注册资本 2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江苏射阳县黄沙港镇海港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工业纸制品加工、销售；废旧纸制品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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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达集团持有 99.06%，双灯纸业持有 0.94%股权

未经审计的经营状况

（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2018年 6月 30日 /

2018年 1-6月

总资产 242,431,011.58 250,646,384.96

净资产 196,345,812.78 203,678,706.56

净利润 -1,085,371.61 -547,934.87

江苏双胜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胜纸业” ）成立后主要从事废纸

回收、造纸业务，主要产品为瓦楞纸。 2016 年下半年起因发行人业务战略调

整， 双胜纸业不再具体从事造纸业务，2017 年 2 月发行人将双胜纸业

99.06%股权转让给胜达集团。 2018 年 8 月，双灯纸业吸收合并双胜纸业，合

并后双胜纸业注销。

2、历史沿革

（1）2011 年 9 月双胜纸业设立

双胜纸业原系由大胜达有限、双灯纸业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的注册资

本为 8,800 万元人民币。 双胜纸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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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胜达有限 8,536.00 97.00%

2 双灯纸业 264.00 3.00%

合计 8,800.00 100.00%

2011 年 9 月 22 日， 双胜纸业经盐城市射阳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

并取得注册号为 320924000155187 的《营业执照》。

根据盐城信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出具的盐信

盛会【2011】验字 267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1 年 9 月 20 日，双胜纸

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首期出资 2,2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根据盐城信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出具的盐信

盛会【2011】验字 343 号 8《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1 年 12 月 9 日，双胜

纸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 2 期出资人民币 2,200 万元， 出资方式为货币出

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4,400 万元。

根据盐城信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出具的盐信

盛会【2012】验字 105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2 年 4 月 20 日，双胜纸

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 3 期出资 4,4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2）2014 年 5 月第一次增资

2014 年 4 月 18 日，经双胜纸业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大胜达有限将其

持有的双胜纸业债权合计 11,200 万元转为股权 11,200 万元， 出资方式为

债权转为股权。 双胜纸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20,000 万元。

2014 年 5 月 6 日，上述增资经射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双胜纸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19,736.00 98.68%

2 双灯纸业 264.00 1.32%

合计 20,000.00 100.00%

（3）2014 年 12 月第二次增资

2014 年 11 月 25 日，双胜纸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大胜达有限将持有

的对双胜纸业的债权合计 8,000 万元转为股权 8,000 万元， 双胜纸业注册

资本变更为 28,000 万元。

2014 年 12 月 4 日，上述增资经射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双胜纸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胜达有限 27,736.00 99.06%

2 双灯纸业 264.00 0.94%

合计 28,000.00 100.00%

（4）2017 年 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2 月 21 日，大胜达与胜达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大胜达

持有的双胜纸业 99.06%股权全部转让给胜达集团。 次日，双胜纸业召开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2017 年 2 月 24 日，上述股权转让经盐城市射阳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

更登记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双胜纸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胜达集团 27,736.00 99.06%

2 双灯纸业 264.00 0.94%

合计 28,000.00 100.00%

（5）2018 年 8 月公司注销

2018 年 1 月 26 日，双胜纸业与双灯纸业签署合并协议，约定双方合并，

合并后双胜纸业解散注销，双灯纸业存续，原双方股东成为存续公司的股东，

合并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41,736 万元人民币。 同日，双胜纸业召开股东会，全

部股东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018 年 8 月 10 日，双胜纸业因吸收合并而申请的注销登记经射阳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2018 年 8 月 14 日，双胜纸业与双灯纸业吸收合并事项

经射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

（十七）杭州萧山萧胜纸业有限公司（已注销）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萧山萧胜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12月 15日

注销时间 2016年 5月 17日

注册资本 3,8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和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永华

经营范围 销售：纸制品

股东构成 双胜纸业持有 100%股权

2、历史沿革

萧胜纸业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原系双胜纸业的全资子公司。 自

成立以后股权结构未发生过变更。

2016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决定解散萧胜纸业并成立清算组。 萧胜纸业

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在《浙江工人日报》发布了注销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国

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出具萧国通[2015]148392 号《税务事项通

知书》、杭州市萧山地方税务局临浦税务分局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出具萧地

税临销通[2016]33 号《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注销了萧胜纸业的税务登记。

杭州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核发 《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

（十八）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彩印分公司

1、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名称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彩印分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 11月 21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祥利童 1-1号

负责人 方聪艺

经营范围 生产：瓦楞纸箱、纸板；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经营期限 自 2018年 11月 21日至长期

六、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新胜达投资持有公司 74.56%的股权，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 其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1999 年 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1,051.8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方吾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154522548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自有房屋出租；机械设备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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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新胜达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方吾校 526.26 50.03%

2 方能斌 315.54 30.00%

3 方聪艺 210.00 19.97%

合计 1,051.80 100.00%

（3）主营业务情况

该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实业投资业务。

（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胜达投资总资产为 372,114,498.31 元，净

资产为 325,203,345.30 元；2018 年实现净利润 -599,539.82 元。 （上述数

据为母公司单体报表数据，已经杭州萧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5）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新胜达投资持有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2、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控股股东新胜达投资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

下：

（1）胜达集团

胜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 8 日，公司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 857 号 258-1 室， 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为方吾校，新胜达投资现时持有其 46.50%股权。 经营范围：经

销：工业用纸，化纤原料及产品；废旧纸制品回收（无储存）；经营本企业或企

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

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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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达集

团目前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897,727,562.11 元，净

资产为 607,154,788.84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3,090,803.48 元。 （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双可达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5 月 18 日，公司住所为萧山区

河上镇祥河桥村，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方能斌，胜

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气流纺纱、混纺纤维织造；销售：纸

张（不含新闻凸版纸）、油墨（除化学危险品）；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禁止

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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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可达目前从事棉纱贸易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32,490,797.98 元，净资

产为 305,830,769.50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49,450,228.86 元。 （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3）阿克苏胜达

阿克苏胜达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住所为新疆

阿克苏地区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温州路，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方能斌，胜达集团和双可达现时各持有其 50%股权。经营

范围：气流纺纱，混纺纤维织造与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纺织副料

与废料的销售。 阿克苏胜达目前从事生产、销售纯棉纱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77,420,692.23 元，净资

产为 73,687,986.19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6,012,086.14 元。 （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4）双灯纸业

胜达集团江苏双灯纸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胜达集团江苏开胜纸业

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6 日， 公司住所为射阳县黄沙港镇海港路

28 号，注册资本为 41,736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赵林，胜达集团现时持

有其 96.77%股权。 经营范围：卫生用品类（卫生巾、卫生纸、卫生带、纸巾）制

造、销售；机制纸、高强瓦楞原纸（技术改造）制造、销售；纸、纸制品加工、销

售；木质素提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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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

务；废旧纸制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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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灯纸业目前从事生产、销售原纸、生活用纸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991,584,663.86 元，净资

产为 647,758,151.12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30,325,591.39 元。 （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5）杭州双灯

杭州胜达双灯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公司住所为萧山

区河上镇祥河桥村（祥利），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胡红

平，双灯纸业和胜达集团现时分别持有其 90%和 10%股权。 经营范围：经销：

纸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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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

双灯目前主要从事销售生活用纸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797,436.50 元，净资产

为 4,783,380.70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244,943.38 元。 （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6）盐城双通

盐城双通纸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公司住所为射阳县海

通镇工业集中区，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赵林，双灯纸业

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卫生纸分切、包装、销售；废纸、秸秆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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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

双通目前主要从事废纸购销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9,576,147.99 元，净资

产为 -1,820,284.16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543,484.14 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7）银萧物资

盐城市银萧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公司住所为射

阳县黄沙港镇海港路 28 号， 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赵

林，双灯纸业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家用视听设备批发；废纸、造

纸机械废旧零件、废旧包装袋回收与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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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萧物资目前主要从事废纸购销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7,789,818.39 元，净资

产为

-15,451,417.64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2,518,882.19 元。 （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8）胜涌投资

浙江胜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公司住所为浙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为方能斌，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双可达持有胜涌投资 50%股权，

沈蕾（方能斌配偶）持有胜涌投资 20%股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信息

咨询（除证券、期货、基金）、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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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涌投资目前从事金融投资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20,076,940.63 元，净资

产为 2,484,868.03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596.45 元。 （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9）峥战投资

杭州峥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9 日， 公司住所为浙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为方能斌， 双可达和胜涌投资现时分别持有其 70%和 30%股权。 经营范

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非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企业营销

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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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峥战

投资目前从事金融投资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5,560,094.64 元，净资

产为 13,225,538.84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261,566.24 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10）创誉科技

杭州创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住所为萧山区金

城路 1038 号创业中心 10-1 室，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

QINGSAN�SHAO，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50%股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

的研发及销售；科技信息咨询；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基金）；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形象策划；翻译服务；其他无

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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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誉科技目前从事科技投资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71,581.76 元，净资产为

559,181.76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8,649.00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胜商物流

杭州胜商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2 日， 公司住所为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钟

沙洁，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

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以上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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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商

物流目前从事物流运输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53,029.13 元，净资产

为 -�-156,958.67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6,392.55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12）胜传房地产

杭州胜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公司住所为萧

山区新塘街道曾家桥社区，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方

能斌，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50%股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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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传房地产目前从事房

地产开发、销售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9,937,552.82 元，净资

产为 17,296,192.82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7,029.64 元。 （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13）胜向房地产

杭州胜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公司住所为萧

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 857 号 146-1 室，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方能斌，胜达集团和双可达现时分别持有其 51%和 34%股权。 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限萧储 2010（51）号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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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向房地产目前从事房地产开

发、销售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29,953,326.50 元，净资

产为 19,654,302.34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345,697.66 元。 （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14）驰远房地产

杭州驰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公司住所为萧

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祥里村），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为方吾校，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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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远房地产目前

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4,307,716.02 元，净资

产为 11,129,402.13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2,668,047.86 元。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15）胜双房地产

江苏盐城胜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7 日， 公司住所

为射阳县黄沙港镇海港路 28 号，注册资本为 1,008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为方永华，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

工程、市政工程、装饰装璜工程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日用品（电动三轮车除外）、

服装（军服除外）销售；仓储服务；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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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双房地产目前从事房地产开发、 销售业

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6,632,763.00 元，净资

产为

-27,987,206.54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8,885,053.06 元。 （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16）高源房地产

胜达集团杭州高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公司

住所为萧山区金城路商会大厦 A 座 22 楼， 注册资本为 1,28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方吾校，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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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源

房地产目前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8,962,389.50 元，净资产

为 6,627,849.32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0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7）绍兴房地产

胜达集团绍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28 日，公司住所

为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锦绣花园 1 幢 3 楼， 注册资本为 1,080 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方吾校，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90%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销售。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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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房地产目前从事房地产开

发、销售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634,279.77 元，净资

产为 12,576,526.57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654.05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18）双胜石化

浙江双胜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2 日， 公司住所为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里村，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方

永平，胜达集团现时持有其 80%股权。 经营范围：不带储存经营（批发无仓储

经营）其他危险化学品：丙烯酸[抑制了的]、1,2,3- 三甲基苯、1,2- 二甲苯、

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粗苯、甲醇、石脑油、丙酮、2- 丙醇、苯乙烯[抑制了的]、

四聚丙烯、三聚丙烯、乙酸仲丁酯、苯酚、煤焦沥青、乙酸[含量〉80%]、硫酸、

1,3- 二甲苯、苯、正戊烷、盐酸、甲醛溶液、2- 甲基 -1- 丙醇、碳酸（二）甲

酯、甲基叔丁基醚、正丁醇、1,2- 环氧丙烷[抑制了的]、环氧树脂、多聚甲醛、

1,4-二甲苯、甲苯、异辛烷、1- 丁烯、2- 丁烯、异丁烯、正丁烷、异丁烷、环丁

烷、丙烷、环丙烷、甲醇、硝化沥青、2,6- 二氯甲苯、4- 氯甲苯、2- 氯甲苯；货

运：普通货运；经销：燃料油、润滑油、轻纺产品、化纤原料、针纺产品、纸张（除

新闻凸版纸）、纸制品、木浆、木梳、棉花、电线电缆、五金交电、电子器材、机电

设备及产品、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双胜石化目前从事石化贸易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86,521,798.14 元，净资

产为 32,084,366.15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18,178.08 元。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19）浙胜石化

上海浙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公司住所为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88 号 703-C3 室，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为徐亮，双胜石化现时持有其 90%股权。 经营范围：石油制品（除专项审

批）、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经营详见许可证）、燃料油（除危险品）、

润滑油、五金机械、贵金属、金属材料、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建筑材料、装潢材

料、日用百货的销售，商务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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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胜石化目前从事石化贸易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038,924.63 元，净资产

为 258,373.07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588,618.09 元。 （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20）胜滨石化

上海胜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住所为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88 号 6 层 482 席位， 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徐亮，双胜石化现时持有其 100%股权。经营范围：石油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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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

油、矿产品、润滑油、五金交电 、机械设备、金属材料、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建

材、食用农产品的销售,煤炭经营,商务咨询。 胜滨石化目前从事石化贸易业

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2,661.79 元， 净资产为

-64,544.33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64,544.33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21）金达邦

杭州金达邦供应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公司住所为浙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金融小镇二期中区块南岸 3 号楼 565 室， 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周莉芬，双可达现时持有其 51%股权。经营

范围：供应链管理,劳务外包;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咨询;国际货运代理;销售:国家政策

允许上市的食用农产品,食品,冷链设备,计算机及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机

电产品,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钢材,五金工具,燃料油(不含成品油),润滑

油,煤炭(无储存),矿产品(除专项审批),金属材料及制品,塑胶制品,焦炭,第

一类医疗器械,纺织原料及产品,鞋帽,工艺美术品,家具,木制品,珠宝首饰;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金达邦目前从事供应链管理和咨询业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85,128,412.22 元，净资

产 10,629,169.22 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629,169.22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2）江苏扬子胜达纸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胜达纸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

住所为射阳县黄沙港镇海港路 28 号，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方吾校，双灯纸业现时持有其 40%股权，具有重大影响。 经营范围：

特种纸制品切割加工、销售;造纸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应用、转让、咨询及

相关专利技术咨询;废旧纸制品回收。 扬子胜达目前从事生产、销售特种纸业

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0.00 元，净资产 0.00 元；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0.00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方吾校、方能斌、方聪艺三人（以下简称“方氏家

族” ），其中方能斌为方吾校之子，方聪艺为方吾校之女，上述方氏家族三人

在本次发行前合计持有新胜达投资 100%的股权（方吾校、方能斌、方聪艺分

别持有新胜达投资 50.03%、30.00%、19.97%的股权）， 间接控制了本公司发

行前 74.56%的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方氏家族的持股情况

如下图所示：

方氏家族三人已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各方

作为股东行使对新胜达投资及大胜达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前，以及作为新胜达

投资及大胜达的董事及其各自向新胜达投资及大胜达委派的董事行使对新

胜达投资及大胜达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前，各方需就相关内容进行协商并就表

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如各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达不成一致意见，则以方

吾校的意向为准。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方吾校先生：1949 年 7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包装联合会参事会主

席，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4 年 12 月至今历任胜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等。

任职经历：1983 年至 1984 年担任大桥包装材料加工厂厂长；1984 年至

1987 年担任萧山包装材料厂厂长、党支部书记；1988 年至 1991 年担任工贸

合营萧山包装材料总厂厂长、 党支部书记；1992 年至 1997 年担任浙江胜达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总支书记；1994 年 12 月至今历任胜达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等；2004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任浙江大胜达包装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

董事；2016 年 12 月至今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职务：现同时兼任杭州新胜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胜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成都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大胜达

包装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胜达

彩色预印有限公司董事、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董事、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胜达集团绍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杭州驰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胜达集团杭州高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京中包元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祥伟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Wealthcharm�Investments�Limited�（创富投资）董事、江苏扬子胜

达纸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方能斌先生：1969 年 3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包装联合

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任职经历：1997 年 6 月至今历任胜达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局主席等职务；1999 年 4 月至今担任杭州新胜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2004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董事，

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 年

12 月至今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 年 12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担任中国胜达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原纳斯达克交易代码：CPGI）董

事长。

现任职务：现同时兼任杭州新胜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胜达集

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江苏大胜达概念包装研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胜达彩色预印有限公司董事

长、成都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大胜达包装苏州有限公司董

事、杭州八戒印刷包装网络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市萧山区新萧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杭州峥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胜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杭州萧青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阿优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精纱纺织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元达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董事长、杭州胜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杭州胜传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阿克苏胜达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双可达纺织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胜达集团杭州绿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浙

江双胜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创

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胜达集团江苏双灯纸业有限公司董事、Wealthcharm�

Investments�Limited�（创富投资）董事、杭州永常织造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新疆大胜达包装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胜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国辰机

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温州猪八戒印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下转

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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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