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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担保方 债权人 合同编号 担保金额 合同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状态

胜达集团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

（331003）浙商银高保

字（2016）第 00015号

11,000.00 2016.07.21-2019.07.21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胜达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

分行

33100120160072109 1,880.00 2016.10.18-2017.10.18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

分行

33100120160089429 1,100.00 2016.12.14-2017.12.14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

分行

33100120160093342 2,000.00 2016.12.27-2017.12.26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

2017人保 0033号 14,700.00 2017.02.14-2018.01.23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

分行

33100520170005164 7,500.00 2017.02.22-2018.02.18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

分行

2017第萧山 （保）字

0026号

5,500.00 2017.04.17-2019.04.17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

公司 2016 人保 0048

号

8,000.00 2016.07.14-2018.12.31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

公司 2016 人保 0049

号注

5,000.00 2016.4.14-2017.3.27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16060185 5,000.00 2016.09.22-2020.12.31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双可达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16060186 5,000.00 2016.09.22-2020.12.31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向房地

产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16060187 5,000.00 2016.09.22-2020.12.31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银行杭州市萧

山支行

萧山 2014人保 135号 8,000.00 2014.10.8-2015.9.21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

分行

2014年萧山 （保）字

0171号

5,500.00 2014.12.17-2016.12.14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银行萧山分行

公司 2018 人保 0054

号

16,410.00 2018.02.27-2019.02.21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

分行

33100520180011032 7,500.00 2018.05.15-2019.05.14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胜达集团 宁波银行杭州分行 07100KB20188262 10,000.00 2018.03.12-2021.12.31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胜达集团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

0484995-001 10,000.00 2018.05.28-2019.05.27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胜达集团

中国工商银行萧山

分行

20180521-SDJT 7,500 2018.05.21-2020.05.21 保证担保 履行完毕

阿克苏纺

织

阿克苏金新建筑安

装有限责任公司

- 1,834.50 2018.6.22-工程款支付完毕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胜达集团

南京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

EC158151811150327 3,000 2018.11.19-2019.11.18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胜达集团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2018年恒银杭高保字

第 110008310011号

10,000 2018.8.11-2021.8.31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胜达集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兴银萧保 2019037 15,000 2018.10.12-2019.10.11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胜达集团 中国银行萧山分行

公司 2019 人保 0057

号

16,410.00 2019.3.8-2020.3.4 保证担保 正在履行

注：该合同是胜达集团为发行人子公司胜铭纸业提供担保。

上述关联担保的原因：相关商业银行对公司提供授信时要求提供担保，在

签署合同时点，发行人使用的大部分土地、房产等资产大多为租赁，无法进行

抵押对自身担保，因此选择由第三方提供信用担保。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里，胜达集团、双可达规模较大，具备较好的担保能力，为支持发行人的发

展，实际控制人提供了上述关联方对发行人的担保。公司未因此向关联方支付

费用或履行其他义务，对公司的独立运作能力不存在影响。未来发行人将优先

以自有资产提供抵押及担保，关联担保将进一步减少。

（7）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情况

各报告期末，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情况如下：

①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金松优诺 16.24 0.81 30.98 1.55 1.69 0.08

新胜颜料 9.44 0.47 12.37 0.62 11.71 0.59

爱迪尔 - - - - 12.68 0.63

祥伟化工 7.96 0.40 10.56 0.53 6.79 0.34

双灯纸业 - - 188.96 9.45 860.43 43.02

小计 33.63 1.68 242.87 12.14 893.31 44.67

其他应收款：

胜达集团 - - - - 379.40 -

双灯纸业 - - - - 1,079.12 -

永创控股 - - - - 303.49 -

小计 - - - - 1,762.01 -

②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新胜达投资 - - 533.33

双可达 146.16 29.42 318.93

双灯纸业 716.15 144.38 918.11

胜商物流 189.48 198.58 225.26

成都中天 0.43 204.75 242.74

四川中天 57.64 74.36 57.64

胜达集团 - - 277.50

苏州双达 - 108.74 113.80

爱迪尔 23.07 1.86 -

大胜人印务 118.50 - -

小计 1,251.43 762.10 2,687.31

其他应付款：

永创控股 - - 31.93

双可达 - - 144.18

小计 - - 176.10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采购运输服

务、采购产品、向关联方销售产品、与关联方之间的房屋、土地、设备租赁以及

相关联的代垫水电汽费等。相关交易均有真实的交易背景，且交易价格均按照

市场化原则确定，定价公允，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四）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本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中均对关联交易的

回避制度、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力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具体

情况如下：

1、《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关于规范

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公司章程》 第七十五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

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应当主动向股东大会说

明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参与投票表决。 股东没有主动说明关联关系和回避的，

其他股东可以要求其说明情况并回避。该股东坚持要求参与投票表决的，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所有其他股东适用特别决议程序投票表决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和

应否回避，表决前，其他股东有权要求该股东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股东大会结束后， 其他股东发现有关联股东参与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投票

的，或者股东对是否应适用回避有异议的，有权就相关决议根据本章程规定请

求人民法院认定撤销。 ”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等事项。 ”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

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

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士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

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

外）的决策权限：

交易金额低于 3,000 万元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不足

5%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议决定。 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董事会可以在其决策权限内授权董事长审查决定上述事项，董事长的决策

权限应在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明确。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

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数有

效表决总数。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会应在

股东投票前，提醒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应当主动向股东大会说明情

况，并明确表示不参与投票表决。 股东没有主动说明关联关系和回避的，其他

股东可以要求其说明情况并回避。该股东坚持要求参与投票表决的，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所有其他股东适用特别决议程序投票同意。 如果出现所表决事项的

股东均为关联股东的情形，则由全体股东均可参加表决。 ”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非关联

董事不得委托关联董事代为出席；关联董事也不得接受非关联董事的委托。 ”

2、《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为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

则第 36 号一关联方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义和范围、关联交

易遵循的原则、审批权限、决策程序、披露与和面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主要

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条规定：“公司关联交易应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

（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原则；

（三）关联方如享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应当回避表决；

（四）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

（五）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必

要时应当聘请专业评估师或财务顾问；

（六）独立董事对重大关联交易需明确发表独立意见。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关联人

以垄断采购和销售业务渠道等方式干预公司的经营， 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关联交易的价格或收费原则应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

的标准。 公司应对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予以充分披露。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应

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并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合同或协议内容应

明确、具体。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

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关联法人发

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提供担保、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金

额在人民币 3,000�万元以上（含 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含 5%） 的关联交易， 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

施。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

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提供担保的，参照前款的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

大会上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达到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含 30�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与关联法人发

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上（含 3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含 0.5%）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低于人民币 30 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 以及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或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的关联

交易事项，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批准。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过半数的

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会议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公司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

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

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明确表示回避的，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审议表决，表决结果与股东大会通过的其他决议具有同样法律效力。 ”

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第十六条规定：“公司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指公

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在 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

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

（五）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均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本章“（四）、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

排” 。

2017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 2017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对 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预计。

2017 年 8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拟收购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部分房产土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转让股权或资产的事项进行了确认，相关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

表决。

2017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6 月关联

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确认相关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其必要性，其定价遵循

市场规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独立董事王海明、钱育新、郭永清出具了《关于

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通过关

联方替发行人支付成本、费用，输送经济利益的情形或者采用无偿或不公允

的交易价格向发行人提供经济资源的情况。 ”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杭州永常织造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收购永常织

造 100%股权的事项进行了确认。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7 年

度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 对公司 2017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

认，确认相关关联交易没有对公司实际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相关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018 年 2 月 8

日，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确认

公司 2017 年所发生关联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没有

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 同日，公司监事会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确认相关关联交易未对公司实际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公司不动产抵押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和《关于接受关联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对发行人及子公

司的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确认。 2018 年 6 月 5 日，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分

别出具了《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8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和《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对相关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2018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8 年 1-6 月份关联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对发行

人 2018 年 1-6 月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同时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

决。 2018 年 8 月 26 日，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分别出具了《浙江大胜达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8 年 1-6 月份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和《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 1-6 月份关联交

易的独立意见》，对相关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十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独立董

事。 公司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3 年。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职期间

方吾校 男 董事 2016.12.23至 2019.12.22

方能斌 男 董事长 2016.12.23至 2019.12.22

方聪艺 女 董事兼总经理 2016.12.23至 2019.12.22

许怡岚 女 董事（注） 2018.4.25至 2019.12.22

郭永清 男 独立董事 2016.12.23至 2019.12.22

王海明 男 独立董事 2017.8.10至 2019.12.22

钱育新 男 独立董事 2017.8.10至 2019.12.22

注：2018 年 4 月 25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选举许怡岚为公司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同时王欣不再担任

本公司董事。

（二）监事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

事 1 名。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职期间

余灿平 女 监事会主席 2016.12.23至 2019.12.22

宋鲲 男 监事 2016.12.23至 2019.12.22

俞爱红 女 职工监事 2016.12.23至 2019.12.22

（三）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职期间

方聪艺 女 董事兼总经理 2016.12.23至 2019.12.22

郑生长 男 副总经理 2016.12.23至 2019.12.22

王火红 男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2016.12.23至 2019.12.22

胡鑫 女 董事会秘书 2016.12.23至 2019.12.22

（四）核心技术人员

目前，本公司共三名核心技术人员，分别为方能斌先生、郑生长先生、胡

力萌先生。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的对外投资情况列表如下：

1、公司董事方吾校对外投资情况

序号 对外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方式

1 新胜达投资 直接持有 50.03%股权

2 胜达集团 直接持有 37.58%股权，通过新胜达投资间接持有 46.5%股权

3 阿克苏胜达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50%）和双可达（50%）合计持有 100%股权

4 创誉科技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50%股权

5 杭州双灯 间接投资，双灯纸业（90%）和胜达集团（10%）合计持有 100%股权。

6 胜商物流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100%股权

7 新萧小贷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28.25%股权

8 胜传房地产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50%股权

9 胜向房地产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51%）和双可达（34%）合计持有 85%股权

10 驰远房地产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100%股权

11 胜双房地产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100%股权

12 绿可环保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30%股权

13 高源房地产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100%股权

14 金松优诺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20%股权

15 双胜石化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80%股权

16 绍兴房地产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90%股权

17 双可达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100%股权

18 双灯纸业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96.77%股权

19 浙胜石化 间接投资，双胜石化持有 90%股权

20 胜滨石化 间接投资，双胜石化持有 100%股权

21 峥战投资 间接投资，胜涌投资（30%）及双可达（70%）合计持有 100%股权

22 胜涌投资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有 50%股权

23 盐城双通 间接投资，双灯纸业持有 100%股权

24 银萧物资 间接投资，双灯纸业持有 100%股权

25 扬子胜达 间接投资，双灯纸业持有 40%股权

26 胜达房地产 间接投资，高源房地产持有 40%股权

27 阿优文化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有 9%股权

28 精纱纺织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有 35%股权

29 元达文化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有 36.5%股权

30 萧青瑞一 间接投资，新萧小贷持有 99.01%股权

31 新萧盈实 间接投资，新萧小贷持有 98.96%股权

32 国辰机器人 间接投资，新萧盈实持有 11.11%股权

33 金松物产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6%股权

34 龙德器械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5%股权

35 萧农商行 间接投资，胜达集团持有 0.27%股权

36 万银胜达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有 27.27%股权

37 胜亿投资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有 30%股权

38 胜泰新材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股 30%

39 金达邦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股 51%

40 景步安涛 间接投资，双可达持股 20%

41 祥伟国际 直接投资，持有 99%股权

42 祥伟化工 间接投资，祥伟国际持有 35%股权

43 创富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55%股权

44 永智贸易 间接投资，创富投资持有 100%股权

45 中包元老 直接投资，持有 66.67%股权

2、公司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方能斌对外投资情况

方能斌通过胜达集团的间接对外投资情况详见上述方吾校的对外投资

表格中序号 3-40 项。 除此之外，方能斌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对外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方式

1 新胜达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30%股权

2 胜达集团 间接投资，新胜达投资持有 46.5%股权

3 创富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25%股权

4 永智贸易 间接投资，创富投资持有 100%股权

5 萧青汇 直接投资，持有 30%股权

6 杭州电投 直接投资，持有 18.87%股权

3、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方聪艺对外投资情况

方聪艺通过胜达集团的间接对外投资情况详见上述方吾校的对外投资

表格中序号 3-40 项。 除此之外，方聪艺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对外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方式

1 新胜达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19.97%股权

2 胜达集团 间接投资，新胜达投资持有 46.5%股权

3 胜达颜料 直接投资，持有 49%股权

4 祥伟化工 间接投资，胜达颜料持有 65%股权

5 创富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55%股权

6 永智贸易 间接投资，创富投资持有 100%股权

7 厚邦贰好 直接投资，持有 3.96%股权

4、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对外投资情况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对外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方式

郭永清 独立董事 正海渐悟 直接投资，持有 30%股权

王海明 独立董事 宝殷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100%股权

钱育新 独立董事

宾果信科 直接投资，持有 4.24%股权

金瑞泰 直接投资，持有 0.71%股权

运河汽车 直接投资，持有 27.5%股权

卡家科技 直接投资，持有 27.5%股权

玛雅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30%股权

煜炜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19.99%股权

江栢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19.35%股权

银科投资 直接投资，持有 8%股权

合杏谷 直接投资，持有 9.03%股权

余灿平 监事会主席

旺拓物流 直接投资 50万元，持有 50%股权

中包皇投资 直接投资 10万元，持有 1.64%股权

宋鲲 监事 中包皇投资 直接投资 50万元，持有 8.20%股权

俞爱红 职工监事 中包皇投资 直接投资 10万元，持有 1.64%股权

郑生长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中包皇投资 直接投资 50万元，持有 8.20%股权

王火红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中包皇投资 直接投资 30万元，持有 4.92%股权

胡鑫 董事会秘书 中包皇投资 直接投资 50万元，持有 8.20%股权

胡力萌 核心技术人员 中包皇投资 直接投资 50万元，持有 8.20%股权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兼职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1、公司董事方吾校兼职情况

序号 兼职企业名称 兼任职务 与本公司关系

1 胜达集团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2 新胜达投资 董事长 /无薪酬 控股股东

3 九浪山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薪酬 子公司

4 胜达预印 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5 驰远房地产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6 胜铭纸业 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7 爱迪尔 董事长 /无薪酬 参股公司

8 绍兴房地产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9 大胜达苏州 董事长 /无薪酬 子公司

10 中包元老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11 胜达中天 董事长 /无薪酬 子公司

12 高源房地产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13 祥伟国际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14 创富投资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15 扬子胜达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2、公司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方能斌兼职情况

序号 兼职企业名称 兼任职务 与本公司关系

1 胜达集团 副董事长、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2 新萧小贷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3 江苏大胜达 执行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4 湖北大胜达 董事长 /无薪酬 子公司

5 胜铭纸业 董事长 /无薪酬 子公司

6 胜达预印 董事长 /无薪酬 子公司

7 胜达中天 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8 萧青汇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9 新胜达投资 董事、总经理 /无薪酬 控股股东

10 峥战投资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11 胜向房地产 执行董事、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12 胜传房地产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13 胜涌投资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14 阿克苏胜达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15 双可达 执行董事、总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16 阿优文化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17 精纱纺织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18 杭州八戒 董事 /无薪酬 参股公司

19 爱迪尔 董事 /无薪酬 参股公司

20 绿可环保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21 元达文化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22 双胜石化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23 胜达房地产 董事长 /无薪酬 关联方

24 创誉科技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25 双灯纸业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26 大胜达苏州 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27 大胜达智能 执行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28 永常织造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薪酬 子公司

29 创富投资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30 新疆大胜达 执行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31 中天智能 执行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32 胜泰新材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33 国辰机器人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34 温州猪八戒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3、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方聪艺兼职情况

序号 兼职企业名称 兼任职务 与本公司关系

1 新胜达投资 董事 /无薪酬 控股股东

2 胜达集团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3 胜达预印 董事兼总经理 /无薪酬 子公司

4 湖北大胜达 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5 祥伟化工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6 胜铭纸业 董事兼总经理 /无薪酬 子公司

7 大胜达智能 经理 /无薪酬 子公司

8 大胜达（香港） 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9 创富投资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10 新疆大胜达 经理 /无薪酬 子公司

4、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姓名 职务 兼职企业名称 兼任职务 与本公司关系

王海明 独立董事 宝殷投资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郭永清 独立董事

黄山旅游 独立董事 /年薪 10万 关联方

重庆啤酒 独立董事 /年薪 8万 关联方

博腾制药 独立董事 /年薪 18万 关联方

创业环保 独立董事 /年薪 24万 关联方

鸣啸信科（非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 /年薪 6万 关联方

华宝证券（非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 /年薪 10万 关联方

华鑫证券（非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 /年薪 10万 关联方

正海渐悟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钱育新 独立董事

银江科技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镭蒙机电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二轻引力 董事 /无薪酬 关联方

余灿平 监事会主席

永智贸易 执行董事兼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中包皇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薪酬 股东

旺拓物流 执行董事、总经理 /无薪酬 关联方

宋鲲 监事 湖北大胜达 董事 /无薪酬 子公司

十二、财务会计信息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77,689.75 76,757.89 60,143.0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9,273.56 74,832.44 58,445.64

资产总计 196,963.31 151,590.33 118,588.71

流动负债合计 75,305.45 53,060.35 53,550.2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270.58 6,271.89 5,484.11

负债合计 92,576.03 59,332.23 59,034.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4,387.28 92,258.10 59,554.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6,963.31 151,590.33 118,588.7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28,538.05 120,994.71 108,407.97

营业利润 15,581.94 18,411.36 5,623.16

利润总额 15,611.59 18,490.16 6,903.6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14,134.20 16,418.12 4,867.3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347.14 15,158.92 4,636.78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89.99 12,426.49 13,001.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72.23 -11,561.19 5,638.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33.03 1,038.17 -14,318.6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17 -9.41 8.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3.05 1,894.06 4,330.58

（四）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11 1,016.29 15.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95.19 395.84 289.8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5.10 340.72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14.22 -17.08

除同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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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33 78.80 -421.69

所得税影响额 -115.18 -213.27 19.8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6.17 -9.34 3.34

合 计 787.05 1,259.20 230.57

（五）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1.03 1.45 1.12

速动比率（倍） 0.74 1.11 0.9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1.62% 36.97% 47.66%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47.00% 39.14% 49.7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81 2.47 1.97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

净资产比率

0.12% 0.13% 0.15%

财务指标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次 /期） 4.06 4.49 4.62

存货周转率（次 /年，次 /期） 5.93 6.84 8.5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1,257.63 22,835.19 12,358.99

利息保障倍数（倍） 23.65 155.95 23.1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股） 0.50 0.34 0.4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02 0.05 0.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48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5% 21.48% 8.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4% 19.94% 7.98%

十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总资产为 196,963.31 万元，其中流动

资产 77,689.75 万元，占比为 39.44%，整体资产质量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构成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77,689.75 39.44% 76,757.89 50.64% 60,143.07 50.72%

非流动资产 119,273.56 60.56% 74,832.44 49.36% 58,445.64 49.28%

资产总计 196,963.31 100.00% 151,590.33 100.00% 118,588.71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总资产持续增长，2016 年末、2017 年末及 2018 年末分

别较上期末增长了 6,064.16 万元、33,001.62 万元及 45,372.98 万元， 增长

率分别 5.39%、27.83%及 29.93%，除了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生产销售规模迅

速扩大、净利润逐年上升，营运资金显著增加，使得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及存

货等资产项目持续增长之外，公司为进一步完善资产完整性，收购了关联方

土地、房产，为实现跨区域产能扩张，新建了湖北、新疆等生产基地，使得报告

期内非流动资产规模快速增加。

从总资产结构来看，2016 年末、2017 年末及 2018 年末， 公司非流动资

产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 49.28%、49.36%及 60.56%。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

产、印刷及销售瓦楞纸箱、纸板，作为传统的制造类企业，公司存在金额较大

的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及存货，因此流动资产占比相对较高。但随着公司陆续

收购关联方土地、房产，尤其是 2018 年 3 月通过收购永常织造 100%股权取

得大胜达彩印厂、预印厂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房产，同时 2017 年以来陆续

建成湖北大胜达一期基地、新疆大胜达生产基地，2018 年末大胜达智能也进

入密集建设阶段，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大幅增长，期末在建工程规模也大幅提

高，导致 2018 年末非流动资产占比上升较多。

（二）负债状况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负债总额达到 92,576.03 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为 75,305.45 万元，非流动负债为 17,270.58 万元。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75,305.45 81.34% 53,060.35 89.43% 53,550.27 90.71%

非流动负债 17,270.58 18.66% 6,271.89 10.57% 5,484.11 9.29%

负债总计 92,576.03 100.00% 59,332.23 100.00% 59,034.38 100.00%

2016 年末、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公司

对营运资金需求亦不断增加，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也有所增加，以适应

业务规模的增长趋势，随着 2017 年以来，子公司湖北大胜达、中天智能、大胜

达智能、新疆大胜达等陆续投入基建工程或厂房改造工程，资金需求持续增

长，公司积极采取债务融资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因而负债总额总体呈上升

趋势。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较上一年末增加了 297.86

万元和 33,243.80 万元，分别增长 0.50%和 56.03%。

2018 年末负债总额上升较快， 主要因为 2018 年末公司短期借款较

2017 年末增加 15,900.00 万元， 长期借款余额增加 9,631.00 万元， 此外

2018 年由于收购永常织造导致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1,581.30 万元，以上因

素导致 2018 年末负债余额增加较多。

从负债结构来看，2016 年末、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占负

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90.71%、89.43%和 81.34%， 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

为主。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除了正常的波动外主要受到公司内

外部以下几方面重要因素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发展较快、业绩增长迅速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纸包装行业发展迅速，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

纸箱产品的市场得到了大范围拓展， 再加之纸包装下游各行业业务量的扩

张，本公司具有优良的品牌基础，持续不断地为下游客户提供较好的产品和

服务，优良的产品质量逐步得到了市场更广泛更深刻的认可，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了公司在行业的地位， 公司逐渐发展成瓦楞纸包装行业的龙头企业之

一，另外公司业务范围也从浙江地区起步，到逐步扩张发展到江苏地区以及

西南区域市场，目前已初步建成湖北大胜达项目一期车间，新疆大胜达也已

进入试生产阶段。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公司纸包装业务收入分别为

88,612.16 万元、117,698.97 万元和 124,874.27�万元，2017 年和 2018 年同

比增长率分别为 32.82%和 6.10%。

2、新投产子公司释放产能，四川基地实施异地技改，对经营业绩产生影

响

报告期内，子公司胜达中天、江苏大胜达均于 2015 年初正式投产，湖北

大胜达于 2018 年 7 月正式投产，新公司成立后由于生产调试、订单获取等需

要时间，达到预期产量水平需要一定过程，因此在生产经营初期需忍受一段

时间的业绩低迷甚至亏损，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随着生产经营逐步

稳定，新投产子公司市场份额逐步扩大，盈利表现逐步改善。 简要介绍如下：

江苏大胜达 2016年、2017年及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3,541.74 万元、6,

891.54 万元及 9,350.20 万元， 实现净利润 -391.86 万元、353.59 万元和

433.19万元。 随江苏大胜达逐步达产，收入规模快速提高，盈利表现逐步改善。

四川基地（原为胜达中天经营，2018 年厂址搬迁至中天智能注册所在地

（四川眉山）后，逐步转为中天智能经营。此处四川基地的数据口径为两家单

位合并口径, 下同。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292.20

万元、15,266.87 万元及 12,099.57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00.77 万元、34.65

万元及 -962.22 万元。 2017 年较 2016 年盈利表现改善，但 2018 年由于进

一步收缩纸板业务，同时将厂址搬迁至四川眉山地区，引进了新的纸板流水

线、印刷机并进行生产调试，导致了暂时的生产中断及生产效率下降，此外

2018 年 10 月起由于开票主体由胜达中天改为中天智能，部分客户要求重新

进行供应商资质审核， 也导致年底订单量下降， 综合来看，2018 年产量较

2017 年下降了约 46%，导致了暂时的局部亏损。

湖北大胜达于 2018年 7月正式投产，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4,939.68 万

元，净利润为 -869.36万元。 投产当年亏损较多主要受两方面原因影响：1）公

司在新进入的湖北市场尚处于客户积累阶段， 前期产能利用以较容易获取订

单的纸板产品为主，产能利用率均不足 60%，且设备调试阶段生产效率低，导

致固定成本分摊较高；2）投产初期在 2018年 5、6月纸价高点囤了较多原纸，

而 2018 年下半年纸价走低导致结转的产品成本偏高。 上述因素导致湖北大

胜达主营业务毛利率仅为 -7%，拖累了主营业务毛利率和整体盈利表现。

3、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2016 年底以来，受国际废纸、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叠加环保

压力下大量中小纸厂限产、关停的影响，原纸价格波动加剧。以全国高强瓦楞

纸的市场价格走势为例，2016 年底高强瓦楞纸价格较年初上涨超过 50%，随

后进入 2017 年短暂回落后又进入新一轮的疯涨，至 2017 年 10 月达到高峰

后又迅速回落。 2018 年原纸价格总体保持高位水平，经历年初的小幅波动后

至 2018 年 5 月出现短暂的快速上涨， 但随后又开始下行， 总体波动幅度较

2017 年的大起大落而言减弱许多，具体见“第三章 风险因素” 之“一 /（一）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 报告期内原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国内造纸厂

家玖龙纸业、理文造纸等的原纸价格不断上调，造纸厂频繁调整价格。由于原

纸成本占纸箱成本的 70%以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产品单位成本产生较大的

影响。 原纸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也影响了公司对下游客户的定价情况，2016

年底开始公司在原纸涨价潮中及时提高了对下游客户的产品定价，对大部分

客户的价格上涨幅度为 10~50%，转移了主要的成本压力，进而也对公司纸

包装业务的盈利情况产生影响。

4、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业务整合

（1）出售重要子公司江苏双胜纸业有限公司

由于双胜纸业所经营业务为原纸业务，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纸包装业务并

不相同，且双胜纸业对第三方市场客户销售比例约为 80%，独立性较强，为集

中精力发展纸包装业务，2017 年 2 月， 公司将所持双胜纸业 99.06%的股权

转让予胜达集团，公司不再拥有造纸业务相关资产。

实际上，从 2016 年 7 月开始，双胜纸业将其厂房设备及机器设备整体租

赁给双灯纸业经营管理，双胜纸业只收取固定租金收入，因此，2016 年下半

年开始双胜纸业不再有原纸业务收入。

（2）报告期内收购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45%的股权

2017 年 3 月，公司收购了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45%的股权，爱

迪尔成为公司参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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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营情况较好，2017 年 4-12 月贡献了投资收益

1,250.77 万元，2018 年贡献投资收益 2,619.58 万元， 对企业盈利状况产生

正面影响。

公司备考合并利润表显示， 如上述重组之后的架构在报告期初即已存

在， 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9,851.09 万元、

119,830.62 万元和 128,538.05 万元， 营业利润分别为 7,744.67 万元、

17,875.36 万元和 15,469.83 万元，公司盈利情况更为稳定。

本公司是一家瓦楞纸箱生产及印刷的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大胜达拥有 8 个已正式投产的大型综合纸包装生产基地和 1 个正在试生产

的大型生产基地。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成果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28,538.05 120,994.71 108,407.97

营业成本 102,088.16 91,843.56 88,074.66

营业利润 15,581.94 18,411.36 5,623.16

利润总额 15,611.59 18,490.16 6,903.63

减：所得税费用 1,910.39 1,766.35 1,626.27

净利润 13,701.20 16,723.82 5,277.3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134.20 16,418.12 4,867.35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生产经营效率，经营成果不断改善。 2016 年、

2017 年和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呈逐期上涨趋势，其中，2017 年同比增长

11.61%，2018 年比上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了 6.23%。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

润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2017 年同比增长 227.42%， 2018 年较上年同期营

业利润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为 15.37%。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总体呈现增长

趋势，2017 年同比增长 216.90%，2018 年较上年同期净利润有所下降，下降

幅度为 18.07%。 虽然 2018 年净利润同比略有下降，但公司营业收入总体呈

现增长态势， 而盈利有涨有跌主要受原纸波动及公司经营政策等因素的影

响，2017 年在原纸价格大幅波动的环境里公司采取了及时、有效的采购及库

存政策，对客户涨价也较为及时，因此利润实现了大幅增长，而 2018 年受原

纸价格高位水平震荡的影响有所回落，加之公司当年新建厂房购置设备及技

改项目未充分发挥产能的影响拖累，盈利情况有所下降。

（四）未来发展与盈利能力趋势

国民经济的发展运行态势对包装行业的影响广泛而重大。 在国家、政府

和行业政策的支持下，公司以绿色、健康、高效、持续为发展观，牢牢把握“实

干兴企、创新强企、金融助企” 的发展战略，依靠持续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在成本、质量和品牌等方面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以确保实现公司的各项发展

目标。 （下转

A2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