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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持股数（万股） 股份比例 出资方式

1 周建清 3,600 90% 净资产

2 钱 勇 400 10% 净资产

合计 4,000 100% -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6,000万股，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发行不超

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且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25%。

关于发行前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的具体内容，请参见

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股份锁定及限售、减持意向承诺” 。

（二）持股数量及比例

公司发起人、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全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周建清 3,071.50 51.19%

2 张思成 757.50 12.63%

3 钱 勇 400.00 6.67%

4 秦艳芳 275.00 4.58%

5 启悦投资 265.00 4.42%

6 卓辉荣瑞 235.00 3.92%

7 曲水华简 200 3.33%

8 王晓锋 118 1.97%

9 沈建忠 110 1.83%

10 乔隆顺 96 1.60%

11 张志平 80 1.33%

12 何 平 60 1.00%

13 储正芳 60 1.00%

14 陆燕青 60 1.00%

15 周建明 47 0.78%

16 张 超 24 0.40%

17 顾铭杰 20 0.33%

18 高 磊 15 0.25%

19 张 敏 10 0.17%

20 张玉贤 10 0.17%

21 莫 薇 10 0.17%

22 张爱勤 10 0.17%

23 谈正明 9 0.15%

24 孔文骏 8 0.13%

25 杨丽华 5 0.08%

26 余国泉 5 0.08%

27 陈洪亮 4 0.07%

28 潘建华 4 0.07%

29 陈尚朝 4 0.07%

30 胡学仲 3 0.05%

31 夏文芳 2 0.03%

32 姚蓓蕾 2 0.03%

33 王耀锋 2 0.03%

34 赵 刚 2 0.03%

35 胡菊芳 2 0.03%

36 陆 靖 2 0.03%

37 顾忠卫 2 0.03%

38 朱桂林 2 0.03%

39 邓秀忠 1 0.02%

40 金 冬 1 0.02%

41 胡月仙 1 0.02%

42 吴建华 1 0.02%

43 张 赫 1 0.02%

44 陈杰华 1 0.02%

45 商京科 1 0.02%

46 胡菊仙 1 0.02%

合计 6,000 100%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亲属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中存在亲属关系的情况：周建清与张思成系父子关

系，并且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股东间存在的亲属关系如下：

姓 名 亲属关系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途径

张爱勤 周建清配偶的亲妹妹 10.00 0.17% 直接

夏文芳 周建清配偶的堂妹 2.00 0.03% 直接

胡菊仙

周建清配偶的表姐

1.00 0.02% 直接

胡菊芳 2.00 0.03% 直接

胡月仙 1.00 0.02% 直接

王耀锋 王晓锋的哥哥 2.00 0.03% 直接

陈洪亮 王晓锋的舅舅 4.00 0.07% 直接

金冬 王晓锋的表哥 1.00 0.02% 直接

（四）本次发行前股东共同投资情况

周建清、何平、张志平系芜湖卓辉冠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

伙人，其中，周建清的出资额为200万元，持有卓辉冠瑞4.705%的财产份额，何

平持有卓辉冠瑞18.819%的财产份额，张志平持有卓辉冠瑞29.405%的财产份

额，卓辉冠瑞未持有上海沿浦股份。

何平系芜湖卓辉荣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持有卓辉荣瑞

70.1829%的财产份额，卓辉荣瑞持有上海沿浦3.92%股份。

各关联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参见本节 “八、 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

况” 之“（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业务和技术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主要从事各类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座椅滑轨总成及汽车座椅、安全

带、闭锁等系统冲压件、注塑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汽车座椅骨架、座椅

功能件和金属、塑料成型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同时，发行人一直专注于汽车

冲压模具的技术研发工作，拥有级进模、传递模等模具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掌握

了设计和制造大型精密和高强度的汽车冲压模具能力。 发行人与中国李尔、东

风李尔集团、麦格纳、延锋百利得、泰极爱思等国内外知名汽车零部件厂商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东风李尔集团、麦格纳集团最重要的战略供应商之一。

公司产品供货的车型覆盖了大量整车品牌，包括：通用，福特，奔驰，宝马，大众，

雷诺，标致雪铁龙，日产，本田，东风柳汽，长安马自达等，具体配套的车型包括

了君威、君悦、GL8、哥瑞、新思域、CRV、杰德、奇骏、逍客、新楼兰、英菲尼迪

QX50、天籁、科雷傲、帕萨特、朗逸、途观、纳智捷、长安汽车全系列、东风风行

全系列、启辰系列、东风天龙等上百款车型，产品线中涵盖多款畅销车型,并在

报告期内不断开拓新车型和新的产品线。

2008年前，公司主要从事家电配件的生产和销售，2008年后，公司开始由

家电配件向汽车零部件转型，与东风李尔、泰极爱思等公司合作，着手从事汽车

座椅骨架等核心零部件产品的生产。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需要根据其提供配套的整车制造商或下游客户的定制

要求进行模具开发、工序设计并组织生产。 根据本行业生产经营特点，公司主

要采用行业内普遍的“以销定产” 配套经营模式，即在通过客户认证的前提下，

由公司商务部获取客户的招标信息，并组织技术中心、财务部等部门共同协作

完成标书，在产品成功中标后与客户签订供货合同，再按订单进行批量采购、组

织生产，将合格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钢板、管件、冲压件、标准件、调角器及核心件、

弹簧钢丝六大类原材料，其中钢板为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公司主

要采取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由公司采购部统一对外进行采购。 对于钢板的采

购，由物料部根据客户的订单制定每周生产计划，并结合原材料库存、各供应商

的实时价格和交货期等情况，采购部制定采购计划，以持续分批量的形式向供

应商进行采购。对于标准件的采购，物料部根据客户的订单制定每周生产计划，

并结合仓库库存和交货期等情况制定采购计划，采购价格由年度合同决定，向

供应商进行采购。 质量部负责采购物资的质量检验和异常情况反馈，并对质量

情况进行汇总；采购物资通过检验后由仓库管理员对物料进行清点入库。

采购部每月根据物料提供的对账单核对供应商每月开的发票的准确性，按

照合同签订的付款周期及时请款并登记。 每月质量部组织物料对所有生产性

合格供应商从质量、交付、服务/反馈、成本等方面进行评分，负责部门将评分结

果交质量部汇总，记录于当月《供应商绩效综合评价表(SRS)》。 质量部将评审

结果及时反馈给供应商及相关部门。 质量部根据年度供应商审核计划，组织有

关部门对供应商实施过程评审。 在供应商例行审核中，审核结果为A级的零件

供应商审核周期规定为每两年一次；B级供应商审核周期为每年一次；C级的供

应商周期规定为每半年一次。

2、生产模式

由于汽车冲压零部件的种类、规格繁多，每个客户的要求也不一样。 公司

取得订单后，将产品规格以及技术参数提交至设计部，设计部按照客户要求进

行相应的模具设计和工装开发；公司实行“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即接收到销

售订单后再安排生产。 公司的生产流程如下：

公司物料部根据客户提供的月计划、周订单，结合各类产品加工工序及特

点、设备产能差异情况等，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按照物料部的生产计划按不同

批量组织生产，确保生产计划按时完成。产品经过质量检测合格后入库。然后物

料部按订单要求的日期发货。

3、销售模式

根据汽车零部件行业的特有的供应关系，公司必须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商

名录，才能获取订单，即在“订单式生产” 的经营模式下，新产品中标并成功签

订合作协议就意味着产品未来的销售已经确定，合作关系较为稳定。 公司后续

的销售工作主要是签订框架协议获取订单、跟踪订单完成情况、收集客户的反

馈信息、维护客户关系等。 公司销售模式为面向下游客户直接销售，对国内销

售为在客户收货并验收或领用后确认收入，对国外销售为取得出口报关单并开

具出口发票后确认收入。

公司的订单以内销为主，存在极少量外销情况。

（1）内销模式

公司的直接客户主要为东风李尔、麦格纳、延锋百利得、泰极爱思、飞适动

力、元通座椅等，客户配套的整车厂主要为东风日产、郑州日产、上汽通用、东风

本田、东风雷诺、江铃汽车等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整机厂商。 沿浦金属作为

汽车零部件二级供应商，也会在客户指定的情况下，也会向其他零部件供应商

采购如调角器等指定部件。

（2）外销模式

公司外销区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南美，2017年年中之前，公司所有外销均

通过江苏汇鸿，由江苏汇鸿买断公司的产品，再出口至国外客户。 2017年年中

之后，公司办理了自营出口证，公司逐渐减少通过江苏汇鸿对外出口，公司开始

根据客户下发的订单情况组织生产并直接向境外客户销售，直接境外客户主要

为捷克李尔、德国李尔、巴西李尔、阿根廷李尔等，但总出口销售金额很小。

上海沿浦及子公司昆山沿浦主要出口的产品为精密冲压件，其中上海沿浦

出口的产品为机动车辆用其他座具零件、机动车辆用带充气系统的安全气囊及

其零件；昆山沿浦出口的产品为锁零件和其他塑料制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

子公司的出口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出口

企业

出口产品种

类

销售期间

销售数量

（千克）

平均单价

（元/千克）

销售报关金额

（元）

销售占比

上海

沿浦

机动车辆用

其他座具零

件

2019年度 267,353.37 17.58 4,698,994.25 64.68%

2018年度 459,533.61 18.04 8,289,116.24 99.90%

2017年度

（年中后）

222,715.09 18.63 4,149,117.45 100.00%

机动车辆用

带充气系统

的安全气囊

及其零件

2019年度 41,848.36 61.33 2,566,438.90 35.32%

2018年度 99.00 81.54 8,071.97 0.10%

昆山

沿浦

锁零件

2019年度 71,813.80 40.52 2,910,048.65 92.17%

2018年度 77,559.80 39.52 3,065,047.68 97.97%

其他塑料制

品

2019年度 5,134.48 48.15 247,242.15 7.83%

2018年度 1,652.96 38.37 63,420.45 2.03%

发行人境外销售总金额很小，不签订框架合同，仅以PO作为结算依据。 发

行人出口的收入确认时点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昆山沿浦的出口，先出口到昆

山保税加工区的中转库，公司每月收到中转库提供的上线结算单据（delivery�

note）之后确认收入。该单据记录了客户领用沿浦零件的情况，双方签字确认，

风险和报酬已完全转移。 其二，上海沿浦的出口为直接出口，相应的PO上都已

写明FOB� SHANGHAI，故在取得相关结算依据，即出口报关单并开具出口发

票后确认收入。 FOB是客户和供应商风险转移的确认点，公司作为供应商可以

凭报关单确认收入。 公司在报关后先以当期汇率暂估确认收入，待开具增值税

发票后再以当期汇率调整收入。

销售报关金额与销售收入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报关时间与增值税发

票开具时间差导致的汇率差异，以及上线结算政策下导致的报关金额与领用金

额之间的差异。

公司出口客户主要为李尔全球平台，得益于公司与李尔系多年良好的合作

关系，双方合作较稳定。 具体外销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区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收入金额 占比 销售收入金额 占比

销售收入

金额

占比

境外 1,122.38 1.38 1,150.72 1.38 421.50 0.50

江苏汇鸿 - - 26.02 0.03 1,104.82 1.30

营业收入 81,380.94 - 83,406.35 - 84,663.54 -

� � � �注：2018年度江苏汇鸿收入为以前年度尾款。

从最终客户看，报告期内外销收入受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有小幅波动，但

基本保持稳定，且占营业收入比重很小。

（3）定价策略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需要根据其提供配套的整车制造商或下游客户的定制

要求进行模具开发、工序设计并组织生产。 由于汽车零部件的种类、规格繁多，

每个客户的要求也不一样。 在公司取得订单后，将产品规格以及技术参数提交

至设计部，设计部按照客户要求进行相应的模具设计和工装开发。 物料部会根

据客户的订单及设计部开发计划，结合原材料库存、各供应商的实时价格、各类

产品加工工序及特点等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再依据不同客

户需求特点及在行业内所处地位情况确定合适的对客户报价区间，公司与客户

实施的固定价格加浮动价格的定价模式，在保证公司利益的基础上提供有竞争

力的价格，获取稳定长期的订单，进而拓展市场。

（4）结算方式

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并经对方验收或领用，且产品销

售收入金额已确定，确认收入实现。

公司销售模式为面向下游客户直接销售，并在客户收货或实际领用时确认

收入。 针对部分客户在销售业务中公司先将产品运至客户仓库，待客户自仓库

提货时才确认收入。

对部分销售量大、关系稳定的客户，公司与客户协商实行固定价格加浮动

价格的定价模式，一般以上一年度与客户的交易价格加上一定的折扣确定固定

价格并进行交易，待到下半年公司与客户视情况协商确定浮动价格、并签订正

式的年度合同后再进行剩余款项的结算。 浮动价格部分能有效减少原材料价

格波动带来的价格风险，把成本波动的风险转移分摊给下游客户。

上线结算模式：在客户（生产型企业）工厂内部或者客户工厂以外的与客

户协商一致的地点设立中转库，供应商把货物送至中转库，然后中转库的工作

人员按照客户的生产计划配送供应商的货物到客户的生产线上，以每天实际配

送上线到客户自己的生产线的货物的数量进行结。

下线结算模式：在客户（生产型企业）工厂内部或者客户工厂以外的与客

户协商一致的地点设立中转库，然后中转库的工作人员按照客户的生产计划配

送供应商的货物到客户的生产线上，以客户每天的自己的生产线的产成品入库

到客户自己仓库的数量进行结算。

4、新产品研发模式

随着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竞争加剧，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是提升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 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设立了独立的研发部门，建

立了一套完整产品开发体系和模式。 公司从客户获取开发意向至开发完成以

及最后交付生产部门批量生产，均有严格的控制程序，以保证新产品的开发成

功率。 新产品研发的主要流程如下：

公司现有的产品与工艺技术均由公司自主开发。 截止到招股书签署日，公

司共获得56项实用新型专利，并曾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三）行业的竞争格局

目前，汽车零部件市场供应体系已形成了多层次的供应商体系和多层次竞

争格局。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处于完全开放的环境，在包括乘用车冲压及焊接

零部件行业在内的所有细分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既有本土企业与外资企

业间的竞争，也有不同背景的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 在竞争加剧、淘汰加速的

大环境中，不同的企业采取了不同的竞争方式，如外资汽车零部件公司力求通

过本地化生产来控制成本，而本土企业则力争借助开发能力、技术水平的提升

以及低成本优势扩大规模等。

整车制造商与零部件企业的合作模式为：整车制造商通过“质量、技术、价

格、服务” 等指标选择零部件供应商，零部件企业按其业务功能划分为一级、二

级等零部件企业。 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一般具有系统或总成件的研发能力，直接

向整车制造厂供应系统化、集成化、模块化的总成产品；二级零部件供应商根据

客户要求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并实现产品的生产销售，向一级零部件企业供货，

三级以下零部件企业主要生产通用零部件。 通常整车制造商与一级零部件企

业维持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外部零部件企业很难进入其采购体系。 整车厂

与一级供应商的合作主要体现在资本与业务两个方面，资本方面的合作主要是

指整车制造商一般参股或控股零部件生产企业，业务方面的合作主要是指整车

制造商会对零部件企业进行技术指导，且对相关产品进行共同开发，同时，零部

件企业也可自由与多家整车企业开展合作，有效规避单一供货渠道风险。

在国内汽车座椅市场方面，汽车座椅总成几乎被几家外资和合资企业所掌

控。 佛吉亚、延锋安道拓、中国李尔三家企业（含其合资公司）约占中国60%的

市场份额。 具体到汽车骨架总成滑轨、调角器等核心冲压件的生产厂家则主要

有天津丰爱、延锋江森、李尔、重庆宏立至信、上海沿浦、上海博泽、浙江龙生、常

州华阳、中航精机、中精集团等。 每家公司均有各自长期合作及配套的一级供

应商与整车制造厂，细分领域产业集中度相对较高。

2018年新的一轮对外开放后，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开放。2018年

取消专用车、 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通过

5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

外资设厂股比限制在中国已有24年历史， 当时是为了保护尚属稚嫩的中

国汽车工业和自主汽车品牌， 才设置了汽车行业外资股比不能超50%的限制，

这是保护民族汽车工业的必然之举。 在此政策的庇护下，伴随着中国汽车工业

的高歌猛进，自主品牌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自主品牌无论在研发制造等方面都具备了相应的实力，放开股比之后

可以同台竞争，反而可能会促进自主品牌更好地发展。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与市场份额

1、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座椅骨架总成、汽车座椅零部件、汽车安全系

统及门锁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该细分领域内具有一定规模

和影响力的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公司不仅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和客户资源，

也在零部件设计开发、冲压技术工艺、先进模具的设计制造等方面积累了大量

的技术和人员储备。 公司为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加大在研发方面的投

入。 目前公司的研发能力主要集中于上海沿浦，未来可能会加强黄山沿浦的研

发能力。 上海沿浦（母公司）最近三年投入到研发方面的费用及占比如下表所

示：

单位：元

年度 研发费用 研发投入占比

2017年 21,970,708.36 4.15%

2018年 16,357,000.90 3.45%

2019年 16,249,871.14 3.91%

注：目前研发集中于上海沿浦（母公司），故上表投入占比为上海沿浦（母

公司）研发费用占母公司营业收入比。

根据上述表格，公司近三年平均上海沿浦（母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占其主

营业务收入的3%以上，符合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中关于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

期销售收入总额比例不低3%的要求，为公司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证。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提升订单快速响应能力，公司先后在黄山、武汉、昆

山、柳州、郑州、常熟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在襄阳、大连、郑州设立了分公司。 上

海沿浦主要承担模具开发、滑轨的生产、汽车其他零部件的生产；武汉沿浦主要

负责模具开发、汽车骨架座椅总成的生产；黄山沿浦主要担负汽车座椅骨架总

成的生产；昆山沿浦主要负责汽车零部件注塑件、冲压件的生产，主要服务于麦

格纳；郑州沿浦主要负责座椅骨架总成的生产，主要服务于东风日产、郑州日

产；2015年公司设立柳州沿浦，主要是为了响应东风李尔系客户的需求，方便

服务客户，但由于柳州地区客户配套的车型、产能、定价等综合因素，柳州沿浦

设立后就一直处于微利乃至于亏损的状态，同时柳州沿浦租赁的厂房也略有瑕

疵，由于当地客户对公司仍有依赖性且当地上游供应商在生产成本上相比公司

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技术上尚需公司给予一定支持，基于整体利益优化的考虑，

公司经过整体评估及与上下游的谈判，决定调整柳州沿浦业务模式，逐步减少

在柳州的加工及装配业务，并在2019年9月末完全停止，柳州沿浦由生产性公

司专为贸易公司，由柳州沿浦协助当地的公司进行业务提升等模式，柳州沿浦

业务模式调整后，在与客户谈判定价的基础上，保留合理的利润并与供应商进

行价格谈判，以保证在产品销售规模不变的基础上有一定利润空间；同时，柳州

沿浦经营模式转变后，人员费用、设备折旧费用、租金等各项成本费用均有所降

低，均有助于稳定维持柳州沿浦的盈利能力，不会导致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2019年8月公司设立常熟沿浦，2019年12月初开始试生产，常熟

沿浦主要负责骨架总成中的组件的加工和生产， 主要服务于延锋安道拓 （常

熟）座椅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公司与中国李尔、东风李尔集团、麦格纳、延锋百

利得、泰极爱思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座椅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东风李

尔集团、麦格纳集团最重要的战略供应商之一。 公司产品供货的车型覆盖了大

多数整车品牌，包括：通用，福特，奔驰，宝马，大众，雷诺，标致雪铁龙，日产，本

田，东风柳汽，长安马自达等，具体配套的车型包括了君威、君悦、GL8、哥瑞、新

思域、CRV、杰德、奇骏、逍客、新楼兰、英菲尼迪QX50、天籁、科雷傲、帕萨特、

朗逸、途观、纳智捷、长安汽车全系列、东风风行全系列、启辰系列、东风天龙等

上百款车型，产品线中涵盖多款畅销车型。 随着公司技术研发实力不断增强、

各子公司陆续建立及投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产能进一步提升，覆盖的市场

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为公司不断提高自身在行业内的市场份额及竞争地位奠定

了基础。

2、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估算

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市场占有率的统计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变速箱、车桥

等关键零部件及单体零部件方面，而其他零部件如汽车座椅骨架、滑轨等因品

种繁多、配套体系不同，很难准确统计。 国家统计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未发布

该等零部件市场统计数据，因此公司无法获得其准确的市场占有率统计数据。

鉴于公司生产的汽车座椅骨架主要为乘用车配套，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公布的乘用车数据，并结合公司主要产品各年度的产销量，依据计算公式：市场

占有率＝公司产品当年配套车辆数/当年全国汽车乘用车产量， 对报告期内公

司汽车座椅骨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情况测算如下：

单位：万辆份、%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汽车座

椅骨架

公司

总量

全国乘

用车总

产量

占有率

公司

总量

全国乘用

车总产量

占有率

公司

产量

全国乘用车

总产量

占有率

129.94 2,136 6.08 137.85 2,348.87 5.87 114.52 2,483.13 4.61

注：本公司骨架及滑轨主要配套乘用车，因此以乘用车产量为准

从上表可以得出，公司汽车座椅骨架产量逐年递增，市场占有率也呈现逐

年上升的趋势。 主要是因为在我国汽车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经费的投入，加强新产品研发力度并迅速实现产业化，从而丰富了公司产

品种类。 公司报告期内在柳州、昆山、襄阳、郑州等地相继新建工厂、扩大生产

规模，促进公司产品的产量及市占率均有较大的提升。

目前发行人正对生产管理、运营、研发等诸多体系的持续的优化，以实现平

台共享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结构性成本。此外，

发行人正在积极对外打造品牌、拓展商品种类、开拓客户、创建销售渠道。同时，

发行人计划通过此次募资建立研发中心，提高研发实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发行人本身的发展就是基于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的成本较高，公司可以

在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提供达到整车厂供应链要求的产品，因此发行人具

有较强的进口替代能力。 未来在更加充分的竞争格局之下，公司一方面可以在

产业链中谋求更好的生存机会，挤占上下游以及同行的份额；同时，随着双向开

放的进行，也能够更好的拓展国际市场。

当前，发行人销售回款良好，经营性现金流较为充裕，也为发行人未来开展

业务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同时，发行人也存在部分产品对外销售，主要为

精密冲压件，公司出口客户以李尔系客户为主，得益于公司与李尔系合作多年，

双方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产品出口额较多的国家多为欧洲、南美地区，

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是人力成本较高的行业，这些地区人力成本是中国及东南亚

地区的多倍，所以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冲压产品转移到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和

地区生产。 发行人出口产品主要为冲压件，与上述发达国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并

未产生大规模的直接竞争。同时，产品出口也反映出发行人的产品具有竞争力，

具备强有力的进口替代能力。

发行人相信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里，直面竞争，才能促进汽车行业自主

品牌的健康良性发展。

五、发行人的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

（一）发行人拥有的房地产

1、发行人及子公司拥有的房产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黄山沿浦、武汉沿浦拥有建筑面积合计42,208.39平方

米的厂房、办公楼、仓库等房屋建筑物。 该等房产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黄山沿

浦、武汉闵浦（2016年11月被武汉沿浦吸收合并后注销，相关房产由武汉沿浦

承继）依法自行建造或受让取得，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黄山沿浦、武汉沿浦已经

分别取得相关房屋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产权证书，该等房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1 上海沿浦

沪房地闵字第（2015）

第063135号

江凯路128号 13,881.95 厂房

2 黄山沿浦

皖（2017）徽州区不动产权

第0003890号

徽州区城北工业园 4,373.43 工业

3 黄山沿浦

皖（2017）徽州区不动产权

第0003889号

徽州区城北工业园 1,822.85 工业

4 黄山沿浦

房地权证徽房字第

11697〈B〉号

徽州区丰乐人家10幢3

单元302室

85.56 住宅

5 黄山沿浦

房地权证徽房字第

11698〈B〉号

徽州区丰乐人家10幢3

单元402室

85.56 住宅

6 武汉沿浦

颚（2016）武汉市蔡甸

不动产权第0013493号

蔡甸区奓室内街双

丰村、丛林村

21,959.04

工业、交通、

仓储

合计 42,208.39 -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拥有上述房产的所有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

纷。

2、发行人及子公司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发行人及子公司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权证号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使用权类

型

使用权用

途

使用权截止

时间

1 上海沿浦

沪房地闵字第（2015）

第063135号

16,600 出让 工业

2063年

3月3日

2 黄山沿浦

皖（2017）徽州区不动

产权第0003889号

14,445.91 出让 工业

2058年

9月28日

3 黄山沿浦

皖（2017）徽州区不动

产权第0003891号

4,607.39 出让 工业

2060年

9月24日

4 黄山沿浦

皖（2017）徽州区不动

产权第0003833号

10,373.66 出让 工业

2059年

3月20日

5 黄山沿浦

皖（2017）徽州区不动

产权第0003917号

15,303 出让 工业

2067年9月29

日

6 武汉沿浦

颚（2016）武汉市蔡甸

不动产权第0013493号

60,162 出让 工业

2064年

10月1日

合计 121,491.96 - - -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拥有上述土地的使用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

纷。

（二）发行人拥有及使用的商标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上述商标系发行人自行申请取得，均已经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核发的《商标注册证》。 发行人对该等商标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发行人可以

以合法的方式使用上述商标，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专利

截至招股说明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56项专利，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申请日期

1

发行人、 黄山

沿浦、 武汉沿

浦

前端驱动座椅的

升降机构

实用新型 ZL201420268757.4 2014.05.23

2

发行人、 黄山

沿浦、 武汉沿

浦

后排电动靠背 实用新型 ZL201420268743.2 2014.05.23

3

发行人、 黄山

沿浦、 武汉沿

浦

座椅座垫升降手

动调节机构

实用新型 ZL201420268781.8 2014.05.23

4

发行人、 黄山

沿浦、 武汉沿

浦

腰部触发头枕的

靠背

实用新型 ZL201420268759.3 2014.05.23

5 发行人

电动座椅升降机

构

实用新型 ZL201420149287.X 2014.03.28

6 发行人

可翻转和快拆座椅

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420147565.8 2014.03.28

7 发行人

一种手动调节睡

眠头枕骨架

实用新型 ZL201420111149.2 2014.03.12

8 发行人

一种电动调节睡

眠头枕骨架

实用新型 ZL201420111557.8 2014.03.12

9 发行人

手动座椅前端升

降机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589525.4 2013.09.23

10 发行人

前驱座椅升降机

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589474.5 2013.09.23

11 发行人 下压式滑道总成 实用新型 ZL201320590671.9 2013.09.23

12 发行人

快速进出座椅骨

架总成

实用新型 ZL201320589473.0 2013.09.23

13 发行人 上拉式滑道总成 实用新型 ZL201320587862.X 2013.09.23

14 发行人

座椅座垫升降电

动调节机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237013.1 2013.05.03

15 发行人

座靠联动调节机

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236644.1 2013.05.03

16 发行人

座椅座垫腿部升

降电动调节机

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236583.9 2013.05.03

17 发行人

座椅前端驱动升

降机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236575.4 2013.05.03

18 发行人

一种用于解决钣

金件折弯回弹

的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220527449.X 2012.10.15

19 发行人

一种电阻焊接双

电极头压力自

动

平衡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220434729.6 2012.08.29

20 发行人

汽车座椅手动纵

向滑轨

实用新型 ZL201220435381.2 2012.08.29

21 发行人

依靠自身重力的

螺纹全检机

实用新型 ZL201120078705.7 2011.03.23

22 发行人

一种新型卷圆模

具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120078702.3 2011.03.23

23 发行人

一种加工简单的

直线导轨机构

实用新型 ZL201120078690.4 2011.03.23

24 发行人

一种冲孔防废料

回跳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120078688.7 2011.03.23

25 发行人

一种采用摇头冲

头的折弯模具

实用新型 ZL201120078681.5 2011.03.23

26 发行人

一种用于解决成

型后出料问题

的

斜滑块机构

实用新型 ZL201120082837.7 2011.03.25

27 发行人

一种双向翻转的座

椅骨架

实用新型 ZL201521137349.6 2015.12.31

28 发行人

一种弹片锁止滑

轨

实用新型 ZL201521137517.1 2015.12.31

29 发行人

带手动腿托机构

的座椅

实用新型 ZL201620761497.3 2016.07.19

30 发行人

带电动腿托机构

的座椅

实用新型 ZL201620761506.9 2016.07.19

31

发行人、 黄山

沿浦、 武汉沿

浦

一种上下锁止滑

轨

实用新型 ZL201621333085.6 2016.12.06

32

发行人、 黄山

沿浦、 武汉沿

浦

一种商用车滑轨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1346133.5 2016.12.06

33 发行人

一种挂钩锁止的

翻转后靠背

实用新型 ZL201720010303.0 2017.01.05

34 发行人

一种侧面锁止的

滑轨总成

实用新型 ZL201720012451.6 2017.01.05

35 发行人 一种上轨装配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720117653.7 2017.02.08

36 发行人

一种座椅滑槽装配

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720117666.4 2017.02.08

37 发行人

一种手动快速定位

模具

实用新型 ZL201720139857.0 2017.02.16

38 发行人

一种自动快速定位

模具

实用新型 ZL201720139860.2 2017.02.16

39 发行人

一种防止螺母点焊

缺陷的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720174333.5 2017.02.24

40 发行人

一种座椅调角器卷

簧装配设备

实用新型 ZL201720193930.2 2017.03.01

41 发行人

一种锁扣支架热铆

上电极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720208160.4 2017.03.01

42 发行人

一种电动座椅滑槽

检测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720256462.9 2017.03.16

43 发行人

优化锁止机构的汽

车座椅滑轨

实用新型 ZL201720743654.2 2017.06.23

44 发行人

汽车座椅用高低滑

轨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720732831.7 2017.06.22

45 发行人

一种带脚托的翻转

座椅

实用新型 ZL201820652785.4 2018.05.03

46 发行人

一种用于模内多个

铆钉冲铆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820339710.0 2018.03.13

47 发行人

一种侧面翻转锁止

滑轨

实用新型 ZL201820332788.X 2018.03.12

48 发行人 一种可翻转头枕 实用新型 ZL201821225103.8 2018.07.31

49 发行人

一种气弹簧控制的

大行程升降座椅

实用新型 ZL201821732067.4 2018.10.24

50 发行人

一种汽车工件的直

轨式生产线

实用新型 ZL201920111959.0 2019.1.23

51 发行人

一种安全带扣件模

具

实用新型 ZL201920111954.8 2019.1.23

52 发行人 一种上下锁止滑轨 实用新型 ZL201920111955.2 2019.1.23

53 发行人 一种铆钉冲铆模具 实用新型 ZL201920111930.2 2019.1.23

54 发行人 一种座椅侧板模具 实用新型 ZL201920111958.6 2019.1.23

55 发行人

气体发生器的固定

组件

实用新型 ZL201920293600.X 2019.3.8

56 发行人

一种四连杆升降座

椅

实用新型 ZL201920483727.8 2019.4.11

上述专利均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申请取得；发行人及子公司拥有的全部专

利已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发行人对该等专利拥

有合法的所有权，发行人可以以合法的方式使用上述专利，不存在产权纠纷或

潜在纠纷。

（四）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主要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机器

设备原值为20,912.06万元、累计折旧为8,181.64万元、净值为12,730.41万元。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拥有该等生产经营设备，对该等生产经营设备的占有和

使用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具体情况如下：

设备名称 数量

资产原值

（万元）

成新率

（%）

取得

方式

所属

单位

尚可使

用年限

400T闭式双点压机-冲床 1 201.40 87.50% 外购 昆山沿浦 8.75

直壁式曲轴机械冲床 1 250.26 69.17% 外购 昆山沿浦 6.91

压力机 1 105.56 81.67% 外购 武汉沿浦 8.16

400T闭式双点压力机 1 160.68 73.33% 外购 武汉沿浦 7.33

激光焊接工作站 1 222.49 55.83% 外购 武汉沿浦 5.58

激光器 1 277.04 55.83% 外购 武汉沿浦 5.58

金丰牌800吨闭式双点压力机 1 516.88 23.33% 外购 武汉沿浦 2.33

滑轨中置手电动装配线 1 115.38 87.50% 在建工程转入 上海沿浦 8.75

金丰400吨闭式双点压力机 1 117.09 80.83% 外购 上海沿浦 8.08

Y12滑轨装配线 1 126.50 60.83% 外购 上海沿浦 6.08

滑轨591/E33/D27M4/SX6自动

装备生产线

1 153.85 79.17% 外购 上海沿浦 7.91

三次元移送装置 1 170.94 63.33% 外购 上海沿浦 6.33

闭式单点压力机金丰400T 1 186.13 60.00% 在建工程转入 上海沿浦 6.00

机器人系统集成 （含控制软件

V2.0）

1 224.14 90.83% 外购 上海沿浦 9.08

闭式双点压力机金丰400T 1 258.75 60.00% 在建工程转入 上海沿浦 6.00

双点闭式冲床800T 1 329.23 56.67% 外购 上海沿浦 5.66

闭式双点压力机金丰600T 1 412.92 60.00% 在建工程转入 上海沿浦 6.00

闭式双点压力机金丰800T 1 531.48 60.00% 在建工程转入 上海沿浦 6.00

闭式双点压力机金丰1000T 1 801.03 60.00% 在建工程转入 上海沿浦 6.00

海天注塑器 1 159.48 97.50% 外购 昆山沿浦 9.75

注：列示资产原值大于100万的生产经营设备

（五）发行人及子公司主要财产的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发行人及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应收账款向银行提供抵押

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抵押人 合同名称及合同编号 抵押权人

最高担保金额

（万元）

主债权

发生期间

上海沿浦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8年南最

高抵字第69004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南汇支

行

5,387.5

2018.11.1

-2023.11.1

黄山沿浦

《最高额抵押合同》徽抵2019080

号

建设银行徽州支行 1,840

2019.6.18�

-2024.6.17

武汉沿浦

《 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

127XY201902945303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5,000

2019.11.18�

-2022.11.17

武汉沿浦

《 最 高 额 质 押 合 同 》

127XY201902945304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5,000

2019.11.18�

-2022.11.17

（六）发行人土地租赁及自建厂房情况

发行人目前仅存在向光继村租赁了部分土地的情况，并在其土地上自建厂

房和搭建物，目前作为发行人仓库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土地租赁情况

截至本招股书签署日，发行人仅在老厂区存在土地的租赁情况，老厂房位

于上海市沿浦路585号，上述厂房目前仅作为发行人的仓库、部分模具的生产

使用，面积占发行人拥有或租赁厂房面积较小，不属于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

所。

此块土地租赁的具体情况如下：

五、光继村将三鲁路东、永南路北、洋泾河西厂区内5.56亩土地出租给发行

人使用，租期50年，自1999年7月1日起至2049年6月30日止，总租金为19.59万

元。

沿浦金属厂设立时光继村的经济较为落后，沿浦金属厂系光继村招商引资

的挂靠集体企业，因此光继村对其发展较为支持，向其出租集体土地，光继村在

此之前未向其他企业出租过集体土地。 1999年6月发行人向光继村租赁集体土

地时，光继村向村民支付的土地使用费为600元/亩/年，因此光继村按照略高于

其向村民支付的土地使用费的价格出租给沿浦金属厂使用。

光继村原属于鲁汇镇，2000年10月，陈行镇、杜行镇、鲁汇镇三镇合并成立

了浦江镇。2001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上海市促进城镇发展的试

点意见》（沪府发[2001]1号），提出重点发展“一城九镇” 的规划（松江新城以

及朱家角、安亭、高桥、浦江等九个中心镇）。2001年起，浦江镇的经济有了较快

发展，当地土地的价格也逐步增长，因此2003年光继村向发行人出租土地的价

格较1999年时有所增长。

光继村向发行人出租上述5.56亩集体土地时，《上海市国有土地租赁暂行

办法》尚未实施。根据《上海市关于同意调整本市征地补偿费标准的复函》（沪

财综[1999]第49号、沪价房[1999]第316号），闵行区耕地的征地补偿为1.2万元

/亩，常年蔬菜乡镇耕地补偿费为3.4-3.6万元/亩。 非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按所

在区县的耕地补偿费标准减半确定。 上述征地补偿费标准自1999年1月1日起

执行直至2008年9月1日新标准实施。 发行人向光继村租赁的5.56亩集体土地

位置较为偏僻，发行人租赁期限内向光继村支付的租金为3.52万元/亩，高于当

时闵行区当地的政府征地补偿的价格。

根据上海市闵行人民政府于1999年11月15日出具的闵府土 （99）《关于

同意鲁汇镇光继村新建“上海沿浦金属制品厂” 申请使用非耕地的通知》，上

海市闵行人民政府于1999年12月16日出具 “[1999] 闵府地书字第0162号”

《建设用地批准证书》， 同意发行人在其租赁的上述5.56亩集体工业用地上新

建生产厂房及辅助用房。 发行人在该块土地上自建厂房1,560平方米。

（2）2003年8月，发行人与光继村签订协议，光继村将东靠洋泾河、西靠商

业房、南靠村委会、北靠发行人围墙区域的5亩土地出租给发行人使用，租期30

年，自2003年8月18日起至2033年8月17日止，总租金为60万元。 发行人在该土

地上自建厂房3,251平方米。

光继村于1999年向发行人出租集体土地的价格系参照当时租赁工业用地

的政府指导价格协商确定，光继村同期未向其他企业出租土地；光继村于2003

年8月向发行人出租集体土地的价格系参照当时租赁工业用地的政府指导价

格并综合考虑土地位置、租赁期限、付款方式等因素协商确定，租赁价格约为

4,000元/亩/年，总租金60万元分三年付清。 光继村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向

其他企业出租集体土地的价格约为5,000元/亩/年至6,000元/亩/年， 租金为

一年一付。

2003年8月，光继村将上海市闵行区东靠洋泾河、西靠商业房、南靠村委

会、北靠发行人围墙区域的5亩集体土地出租给发行人时，考虑到发行人租期

较长，且能够在三年内将租金全部付清，发行人支付租金周期短能够使村集体

一次性取得较高的收益、降低租金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经双方协商后，光继

村以4,000元/亩/年的价格将该等土地出租给发行人使用。2004年至2005年期

间向光继村租赁土地的其他企业，租金均为一年一付，且开始租赁的时间较发

行人晚，当地集体土地的价值亦有所提高，因此该等企业的租金价格比发行人

略高。

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租赁暂行办法》（2002修正）的规定，国有工业用

地的租金不得低于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标准。 根据《上海市关于调

整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标准及土地等级的通告》的规定，闵行区内的区属

镇土地等级为八级，用地性质为“一般企业工业用地” 且土地等级为“八级” 的

土地使用费为“7元/平方米/年” 。 根据该等标准计算，当时闵行区国有工业用

地的租金约为4,666元/亩/年，发行人向光继村租赁的土地系集体土地，该等土

地无权属证书、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因此，价格较当地国有工业用地的价格略

低。

2019年4月，光继村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其出租给上海沿浦土地的价格

公允， 上海沿浦不存在低价租赁取得本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从事工业生产的情

形，也不存在损害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情形。

因此，发行人租赁上述集体土地从事工业生产或仓储，系按照当时公允价

格定价并已足额支付土地租赁费用，不存在低价租赁集体土地的情形，未损害

集体经济组织利益

2、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2018年4月，光继村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本村将上述两块土地出租

给沿浦股份使用，均履行了村委会内部决策程序；本村知晓沿浦股份在上述土

地上自建厂房，并用于汽车座椅骨架、滑轨等金属冲压件的生产及仓储；沿浦股

份按照协议约定如期向本村支付了租金， 本村与沿浦股份就上述土地租赁、使

用事宜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

其所拥有的厂房等建筑物未办理规划许可、施工许可而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处

罚，承诺人自愿承担全部罚款。 如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发行人或其子公司拆除违

（上接A110版）

（下转A1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