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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及比例：在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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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本章程

规定的程序，实行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本章程中的“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1）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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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 50%，且超过 3,000 万元；

（2）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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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公司经营状况、成长性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

司每股收益、股票价格、每股净资产等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公司可以在

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同时采取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公

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 应当充分考虑发放股票股利后

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速度、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相

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

前提下，公司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

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

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五）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

展的需要，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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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

过半数独立董事且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 并经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相关事项的，应由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

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六）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嵘泰工业共有 4 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珠海嵘

泰、扬州荣幸、嵘泰模具、嵘泰压铸；共有 2 家孙公司，分别为香港润成、莱昂嵘

泰；共有 1 家参股公司，为北方红旗。 舜鸿配件于 2020 年 6 月完成注销。

1、公司控股子公司：

（一）珠海嵘泰

公司名称 珠海嵘泰有色金属铸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02-05

注册资本 6,982.41万元

注册地址 珠海市联港工业区双林片虹晖路 16号

主营业务 生产销售汽车传动系统、转向系统等压铸件、摩托车压铸件。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嵘泰工业 10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经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6,712.08 26,991.11

净资产 18,192.07 16,790.36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8,419.61 22,999.84

净利润 1,401.71 3,398.11

（二）荣幸表面

公司名称 扬州荣幸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11-16

注册资本 300万元

注册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仙城工业园乐和路 8号

主营业务 车用压铸件表面处理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嵘泰工业 10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经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645.97 1,753.32

净资产 1,484.40 1,380.77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544.07 1,544.01

净利润 103.64 453.35

（三）嵘泰压铸

公司名称 扬州嵘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06-23

注册资本 6,139.616万元

注册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仙城工业园区乔张路 9号

主营业务 汽车用铸件加工与制造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嵘泰工业 10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经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3,160.54 62,054.91

净资产 11,330.54 11,044.34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8,566.98 17,689.98

净利润 286.20 696.34

（四）嵘泰模具

公司名称 扬州嵘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11-11

注册资本 2,500万元

注册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仙城工业园区乔张路 9号

主营业务 生产精密模具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嵘泰工业 10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438.58 5,663.35

净资产 2,089.88 2,115.22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848.54 3,309.71

净利润 -25.35 -156.27

（五）香港润成

公司名称 香港润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10-02

注册资本 2,800万美元

注册地址 香港北角渣华道 191号嘉华国际中心 10楼 1009-1012室

主营业务 对外投资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嵘泰压铸 10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

（万港币）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1,012.96 28,586.93

净资产 31,009.85 28,583.73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32.19 -193.92

（六）莱昂嵘泰

公司名称

RONGTAI�INDUSTRIAL�

DEVELOPMENT�LEON,S.DE�R.L.DE�C.

V.

成立时间 2016-01-25

固定资本 3,000.00墨西哥比索

可变资本 160,000,000.00墨西哥比索

注册地址 墨西哥瓜纳华托州莱昂市塞罗·戈多区塞罗·戈多大道 130-1005

主营业务 汽车精密压铸件的生产与销售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香港润成 99.00%

嵘泰压铸 1.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万墨西哥比索）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04,703.69 85,972.98

净资产 -1,664.97 6,650.64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1,322.57 28,687.66

净利润 -8,315.61 1,377.43

2、公司参股子公司：

（一）北方红旗

公司名称

北京北方红旗精密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7-09-01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佟麟阁大街 9号

主营业务 制造、销售组合机床、机床附件、专用机械、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机械电器设备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北方智能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62.35%

嵘泰工业 20.00%

冯伟 6.05%

赵振祥 3.00%

黄贤刚 2.70%

安乐 1.50%

于春勇 1.50%

岳素月 1.35%

杜金奎 0.85%

温京华 0.7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059.66 6,525.61

净资产 3,640.83 3,865,69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851.47 5,348.40

净利润 -224.59 8.61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 2019 年 4 月 17 日通过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拟申请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数量不超过 4,000 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向询价对象的询价情况确定。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时间进度

1

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 新能源电机

壳体 38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

22,682.40 22,315.03 18个月

2 汽车转向系统关键零件生产建设项目 25,293.31 20,875.59 24个月

3 墨西哥汽车轻量化铝合金零件扩产项目 22,282.14 12,912.54 24个月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590.00 2,740.21 12个月

5 补充运营资金项目 16,000.00 16,000.00 -

合计 89,847.85 74,843.37 -

一、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

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

本项目拟在原有厂房基础上， 新增各种主要生产及辅助设备 185 台

（套）。 建成达产后将新增年产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生产能力。 本项目总投资为 22,682.4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0,

071.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611.4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

本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计算期为 9 年，其中建设期为 18 个月，项目计

算期第 18 个月后开始投产，第三年生产负荷为 80%，第四年及以后各年开

始满负荷生产。 在各项经济因素与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期相符的前提下，计算

期内该项目主要的经济效益指标如下：

指标名称 指标值

投资规模（万元） 22,682.40

年平均销售收入（万元） 20,089.18

年平均利润总额（万元） 4,048.16

所得税前 所得税后

内部收益率 17.98% 13.50%

财务净现值(ic=12%)（万元） 5,551.79 1,348.71

投资回收期（年） 5.99 6.80

二、汽车转向系统关键零件生产建设项目

本项目计划在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青年路南侧实施， 新建建筑总面积

16,907.75m2，新增各种主要生产及辅助设备 246 台（套），建成达产后将新

增年产 288 万件汽车转向系统关键零件生产能力， 其中包括 153 万件前转

向系统零部件和 135 万件后转向系统零部件。 本项目总投资为 25,293.31

万元， 其中设备投资 16,920.63 万元， 土建投资 5,900.00 万元， 软件投资

12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352.68 万元，项目建设期 2 年。

本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计算期为 10 年，其中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计

算期第 18 个月开始试运行，生产负荷达到设计产能的 30%，项目计算期第

4 年及以后各年开始满负荷生产。 在各项经济因素与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期相

符的前提下，计算期内该项目主要的经济效益指标如下：

指标名称 指标值

投资规模（万元） 25.293.31

年平均销售收入（万元） 17,787.71

年平均利润总额（万元） 3,848.97

所得税前 所得税后

内部收益率 16.05% 13.72%

财务净现值(ic=12%)（万元） 4,254.28 1,767.37

投资回收期（年） 6.80 7.30

三、墨西哥汽车轻量化铝合金零件扩产项目

本项目在墨西哥莱昂市科里纳斯工业园 104-140 号实施，建成达产后

将新增 181 万件铝合金壳体的生产能力，新增各种主要生产及辅助设备 113

台（套）。 本项目总投资为 22,282.14 万元，其中设备投资 19,374.64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2,907.5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

本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的计算期为 10 年，其中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计

算期第 24 个月后开始投产， 第三年生产负荷为 60%， 第四年生产负荷为

80%，第五年及以后各年开始满负荷生产。 在各项经济因素与可行性研究报

告预期相符的前提下，计算期内该项目主要的经济效益指标如下：

指标名称 指标值

投资规模（万元） 22,282.14

年平均销售收入（万元） 23,155.39

年平均利润总额（万元） 6,050.93

所得税前 所得税后

内部收益率 23.44% 16.96%

财务净现值(ic=12%)（万元） 11,712.19 4,815.34

投资回收期（年） 5.77 6.71

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拟在原有厂房基础上，新增各种主要生产及辅助设备 8 台（套）。

本项目通过完善研发中心设备配置，加强对核心工艺技术研究力度，强化公

司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 本项目总投资 3,590.00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320.00 万元，软件资金 27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12 个

月。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主要通过公司未来整体的经营效益体现。

五、补充运营资金项目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求的同时， 拟利用募集资金

16,000 万元补充营运资金，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增强

公司的资金实力并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目前公司与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及知名汽车整车企

业， 包括博世 （BOSCH）、 采埃孚 （ZF）、 蒂森克虏伯 （TK）、 威伯科

（WABCO）、博格华纳（BORGWARNER）、上汽大众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85.61%、85.32%、85.04%及 87.01%，各期向博世华域、博世南京、博世

武汉、博世烟台以及美国博世等博世集团内的企业合计销售比例为 47.00%、

48.81%、47.77%及 42.68%，客户集中度较高。

汽车零部件种类较多、规格各异，且技术标准和工艺水平要求较高。为保

证产品质量、供货的及时性并降低采购成本，一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及整车

企业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准入标准及稳定的零部件采购体系，并通常与上游

零部件配套企业建立较为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尽量避免供应商频繁更换

导致的转换成本，因此，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以及相应订单需求较为

持续和稳定。但若公司主要客户经营状况发生不利变动或者公司市场开发策

略不符合市场变化或不符合客户需求，甚至出现客户流失，将对公司经营业

绩和资产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二）下游汽车行业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转向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等。受益于汽车

行业的发展，公司经营规模亦不断扩大，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8,225.12 万元、88,014.37 万元、99,087.22 万元，保持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

国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 年至

2014 年我国汽车产量从 1,379.1 万辆增长至 2,372.29 万辆，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 11.46%， 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但此后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

响，2014 年至 2019 年间， 我国汽车产量由 2,372.29 万辆增长至 2,572.10

万辆，其中 2018 年至 2019 年，受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所致，我国汽车产量

有所下滑，但仍是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

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受此影响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延迟，

国内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6.8%。 新冠疫情使得汽车行业市场需求大幅下

滑，同时整车厂商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延期复工、供应不足、产能受阻、物流

受限。 发行人作为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营业

收入 38,574.88 万元，同比下降 15.87%，净利润 6,377.31 万元，同比下降

14.12%，扣非后净利润 5,343.81 万元，同比下降 15.60%；根据申报会计师

出具的审阅报告（中汇会阅[2020]6403 号），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6,

005.65 万元，同比下降 5.92%，净利润 9,647.09 万元，同比下降 10.41%，扣

非后净利润 8,273.05 万元，同比下降 12.11%。 2020 年 3 月以来，国内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汽车行业上下游产能逐步恢复，产业链供应逐步恢复正常，但

国外疫情开始蔓延，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境外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冲击。若国内

疫情出现反复，海外疫情无法得到有效防控，则可能对公司经营和盈利水平

带来不利影响，导致发行人业绩下滑。

（三）贸易政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销售收入金额分别为 7,510.42 万元、19,490.10 万

元、27,870.95 万元及 10,076.33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11.15%、22.63%、28.56%及 26.68%。 境外销售区域包括美国、墨西哥、法国

及德国等地。墨西哥、法国及德国等国家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整体较为稳定，未

发生重大变化； 莱昂嵘泰出口至美国的产品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签发原产地证书，美国未制定不利于莱昂嵘泰的关税和贸易政

策。 但美国于 2018 年 9 月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的关税；2019 年 5 月将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 25%。 公司由国内出口美

国产品包含在上述加征关税清单范围内，相应受到影响。 公司由国内出口至

美国的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3,725.81 万元、10,764.52 万元、7,511.18 万元

及 1,868.05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5.46%、12.23%、7.58%及 4.84%。

目前，公司已通过墨西哥子公司逐步承接对美国客户订单，并与美国客

户协商调整贸易模式。凭借良好的技术、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中美贸易摩擦

尚未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但未来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

剧，或其他国家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可能会对公司境外销售和整体经营业绩

带来不利影响。

（四）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存在境外销售收入，公司境外销售主要采用美元、欧元进行结算。如

果汇率发生较大波动，公司出口产品的价格和竞争力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

境外销售毛利率，同时自公司确认销售收入形成应收账款至收汇期间，会因

汇率波动而产生汇兑损益，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另外公司境外墨西哥子

公司，其外币性资产负债，也会因汇率波动影响其资产负债价值。

报告期内， 公司汇兑收益分别为 -93.47 万元、40.94 万元、516.52 万元

和 885.85 万元，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84% 、0.31% 、2.71%和

11.60%。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境外收入以及相关的外币资产也会随之

增加，若未来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五）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车用铝合金精密压铸件。 近年来，汽车轻量化趋势一方

面吸引潜在竞争者进入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领域，另一方面也促使原有汽车

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扩大规模以维持竞争力，从而导

致该领域竞争日趋激烈。 公司在优质的客户资源、领先的研发技术和精细化

的生产管理等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仍需要通过提升产品性能、扩大产能规模

等方式，以满足客户需求、应对市场竞争。 若公司不能保持原有竞争优势，市

场竞争地位，其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将受到一定影响。

同时，根据行业惯例，客户通常会与公司约定产品年度例行降价，如果公

司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降低生产成本，部分抵消年降因素的影响，会使得毛

利率面临一定下降压力。

（六）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铝合金锭，铝合金锭价格将直接影响公司产品

的生产成本。 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以及市场供求关

系等因素的影响，铝合金锭价格变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基于铝合金锭价格

的波动性， 公司与主要客户会就铝价波动与产品销售价格联动作出约定，定

期调整产品售价。虽然公司通过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主要原材料

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但仍然不能排除未来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波

动，进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变动的可能性。

（七）短期债务偿还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25、0.78、0.85 及 0.88，速动比率

分别为 0.95、0.52、0.64 及 0.60，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有所下降；报告期各期末

短期借款金额分别为 8,000.00 万元、43,108.00 万元、46,051.54 万元及

42,470.04 万元，2018 年和 2019 年较报告期前期较大幅上升。 目前公司间

接融资渠道通畅，银行资信状况良好，同时良好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为公司

的偿债能力提供有力保障，但是不排除未来公司经营出现波动，使得公司面

临一定的短期偿债风险。

（八）存货管理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为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为确保向客户

供货的及时性以及生产的连续性，公司通常会维持一定的存货储备。 报告期

内，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存货规模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报告期各期

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1,804.42 万元、16,747.72 万元、15,695.50

万元及 17,115.29 万元， 占各期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23.98%、32.62%、

24.91%及 31.23%。 存货规模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存货管理难

度、存货跌价风险以及资金占用压力。为降低该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公司不断

优化订单、采购、生产、库存、销售等一系列生产经营流程，借助信息系统加强

各个生产经营环节的信息交互以及整体生产安排的计划性，从而最大程度的

实现存货储备水平的合理控制。 但如果未来公司存货管理不力，将对公司的

正常运营将产生不利影响。

（九）所得税优惠政策风险

嵘泰有限于 2015 年 7 月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

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GR201532000017），有效期三年，即 2015 年至 2017 年度。 2018 年

11 月，嵘泰有限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

GR201832002763），有效期三年，即 2018 年至 2020 年度。 2017 年 11 月，

珠海嵘泰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

地 方 税 务 局 联 合 批 准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GR201744000548），有效期三年，即 2017 年至 2019 年度。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7 年第 24 号)，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在通过重新认

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珠海嵘泰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提

交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通过珠海市科技创新局审核，

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正式获得受理， 因此珠海嵘泰正进行高新技术企业复

审。 因此，嵘泰工业及子公司珠海嵘泰报告期内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 报告期内，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程度的影

响，其中，珠海嵘泰 2020 上半年如按 25%所得税税率测算，其会使得发行人

2020 年上半年净利润减少 12.53 万元，占比为﹣0.20%，对发行人经营业绩

影响不大。 如果未来国家的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发生变化，或者公司在税收优

惠期满后未能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将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产能扩张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

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 、“汽车转向系统关键零

件生产建设项目” 、“墨西哥汽车轻量化铝合金零件扩产项目” 等。 项目达产

后，公司将新增一定产能以满足下游客户需求。 上述项目系公司依据自身发

展战略、综合考虑自身行业地位及管理能力等因素，以及预计未来宏观经济、

市场环境等因素不发生重大变化所确定的投资项目。尽管公司产能的扩张计

划建立在对自身情况、市场等因素进行谨慎分析的基础之上，但若相关产品

未来市场规模增长不及预期， 公司将面临产品销售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风

险。

（十一）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影响未来经营业绩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公司每年增加的折旧摊销费用预计

为 7,700 万元。 尽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销售收入及利润总额较高，

足以抵消募投项目新增的投资项目折旧费用，但如果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公司现有业务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收入及利润水平未实现既定

目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存在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影响未来经营业

绩的风险。

（十二）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通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已建立了较稳定的经营管理体系。 但随着公

司主营业务的不断拓展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尤其是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管理机构等都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公司经营主体分布范

围广，分别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东省珠海市以及墨西哥莱昂市，对公司的战

略规划、组织机构、内部控制、运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与

此对应的公司经营活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亦将趋于复杂。如果公司不能及

时适应资本市场的要求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和优化管理体系，并

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长期而言，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十三）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夏诚亮、朱迎晖夫妇及其子朱华夏，其直接或间接合

计持有公司 90.37%的股份。其中，夏诚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01%的股份，

通过公司股东澳门润成和扬州嘉杰， 分别间接拥有公司 10.73%的股份和

3.57%的股份；朱迎晖女士，通过公司股东珠海润诚和澳门润成，间接持有公

司 54.85%的股份和 10.73%的股份；朱华夏先生，通过公司股东扬州嘉杰，间

接持有公司 0.50%的股份。

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以约束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如制定并执行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但如果公司实际

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管理职能或任何其他方式对公司经营决策、人事等

进行不当干预，可能对公司及其它股东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十四）部分辅助用房产权瑕疵风险

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用房均取得产权证书， 尚有一栋食堂、活

动及临时住宿的辅助用房没有取得产权证书。 上述无产权证房产为辅助用

房，非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扬州市规划局江都分局、江都区国土资源局、江都区城乡建设局出

具的证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不会要求拆除该房产，并确认公司的该等情形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公司按有关规定补办相关手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流程

积极补办相关权属证书。但公司仍存在短期内无法取得该辅助用房产权证书

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尚在履行过程的合同金额

2,000 万以上的合同，具体如下：

（一）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

1、借款合同

序

号

借款合同名

称 /编号

贷款银行 借款人

借款金

额（万

元）

借款期限 担保合同名称 /编号 担保方式

1

固定资产借

款合同

/320104201

70000135

中国农业银

行扬州江都

支行

嵘泰压铸 4,800

2017.2.17

-

2021.5.20

抵押合同

/32100220170027251

鸿盛置业提

供抵押担保

保证合同

/32100120170022418

嵘泰工业提

供保证担保

保证合同

/32100120170022414

夏诚亮提供

保证担保

最高额抵押合同

/32100620190011859

鸿盛置业提

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

2

流动资金贷

款 /江农商

借

（579020191

2161201）号

江苏江都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嵘泰工业 2,470

2019.12.1

6-

2020.12.1

6

权利质押合同 /江农商

权利质

（579020191216120

1）号

朱华夏、喻

聪莹提供质

押担保

3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150132477

D201909170

1

中国银行扬

州江都支行

嵘泰工业 2,500

2019.9.23

-

2020.9.22

最高额保证合同

/150132477G2019091

701

珠海嵘泰提

供保证担保

最高额抵押合同

/150132477M201909

1701

嵘泰工业提

供抵押担保

4

流动资金贷

款

/320101201

90013718

中国农业银

行扬州江都

支行

嵘泰压铸 4,000

2019.8.13

-2020.

8.12

最高额抵押合同

/32100520190012265

夏诚亮提供

保证担保

最高额抵押合同

/32100620190014436

嵘泰压铸提

供抵押担保

5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Ba1591420

03250036

南京银行江

都支行

嵘泰工业 2,000

2020.3.25

-2021.

3.24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39

嵘泰压铸提

供保证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40

夏诚亮提供

保证担保

6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320101202

00010296

中国农业银

行扬州江都

支行

嵘泰工业 2,720

2020.6.19

-2021.

6.18

权利质押合同

/32100420200005625

韩雨春提供

质押担保

7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Ba1591420

03270039

南京银行江

都支行

嵘泰压铸 3,000

2020.3.27

-2021.

3.25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42

嵘泰工业提

供保证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41

夏诚亮提供

保证担保

8

流动资金循

环借款合同 /

江农商循借

（570120181

0121103）号

江苏江都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嵘泰压铸

1,000

2020.1.8-

2020.10.1

2

最高额保证合同 /江农

商高保

（570120181012110

3）号

嵘泰工业、

朱华夏提供

保证担保

1,000

2020.6.18

-2020.

10.12

2、授信及其他业务合同

序号

借款合同名称

/编号

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万元）

使用

期限

担保合同名称 /编号 担保方式

1

授信额度协议

/150132477E

2019091701

中国银行扬

州江都支行

9,000

2019.9.18-

2022.9.18

最高额抵押合同

/150132477M201909170

1

嵘泰工业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

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

/150132477G201909170

1

珠海嵘泰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

保

2

最高债权额合

同

/A04591420

03230010

南京银行江

都支行

5,000

2020.3.23-

2021.3.22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39

嵘泰压铸提供

保证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40

夏诚亮提供保

证担保

3

小企业授信额

度合同

/3200186910

0119010007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扬

州市分行

1,200

2019.1.15-

2021.1.14

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

/32001869100619010007

01

夏诚亮、朱迎晖

提供保证担保

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

/32001869100619010007

02

珠海嵘泰提供

保证担保

4

最高债权额合

同

/A04591420

03230011

南京银行江

都支行

3,000

2020.3.23-

2021.3.22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42

嵘泰工业提供

保证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

/Ec159142003230041

夏诚亮提供保

证担保

序号

其他业务合同

名称 /编号

授信银行

具体金额

（万元）

合同

期限

担保合同名称 /编号 担保方式

1

信用证合同

/D135142003

230001

南京银行江

都支行

2,600

2020.3.25-

2021.3.25

D1459142003249998

夏诚亮、嵘泰压

铸提供保证担

保

（二）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经签订正在履行的主要销售框架性合

同、协议或具体同等性质的文件如下：

序号 嵘泰签订主体 合同对方 签署时间 产品类别 合同类型

1 嵘泰工业 采埃孚 2014年 7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2 嵘泰工业 蒂森克虏伯 2016年 2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3 嵘泰工业 蒂森克虏伯 2017年 1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4 嵘泰工业 博世 2018年 8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5 嵘泰工业 博世 2017年 4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6 嵘泰工业 博世 2016年 5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7 嵘泰工业 博世 2016年 3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8 嵘泰工业 采埃孚 2017年 7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9 嵘泰工业 采埃孚 2018年 7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10 珠海嵘泰 采埃孚 2016年 10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11 珠海嵘泰 采埃孚 2015年 6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12 珠海嵘泰 捷成唯科 2018年 1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13 嵘泰工业 博世 2019年 1月 其他类 框架协议

14 莱昂嵘泰 耐世特 2019年 6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15 珠海嵘泰 采埃孚 2019年 6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16 嵘泰工业 蒂森克虏伯 2019年 7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17 珠海嵘泰 采埃孚 2019年 7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18 嵘泰工业 采埃孚 2019年 7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19 莱昂嵘泰 博世 2019年 9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20 莱昂嵘泰 采埃孚 2019年 12月 传动系统 框架协议

21 嵘泰工业 博世 2020年 4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22 嵘泰工业 博世 2020年 4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23 嵘泰工业 科世达 2020年 3月 其他 框架协议

24 嵘泰工业 沃尔沃 2020年 3月 其他 框架协议

25 精密压铸 德尔福 2020年 5月 其他 框架协议

26 珠海嵘泰 采埃孚 2020年 6月 转向系统 框架协议

（三）重大采购合同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经签订正在履行的主要采购框架性合

同如下：

序号 签订主体 合同对方 签署时间 合同标的 合同有效期

1 嵘泰工业 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 2019.9.1 铝锭 1年 4个月

2 珠海嵘泰 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 2019.8.26 铝锭 1年

3 嵘泰工业 三井物产（广东）贸易有限公司 2020.3.10 铝锭 9个月

4 珠海嵘泰 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0.6.5 铝锭 1年

5 嵘泰工业 意德拉有限公司 2020.5.25 机器设备 长期有效

三、承销及保荐协议

2020 年 8 月和 10 月，公司与东方投行签订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及补充

协议，约定由东方投行担任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全面

负责推荐公司股票发行与上市，持续督导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组织承销团承

担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工作。

四、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五、相关诉讼或仲裁情况

（一）公司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主要关联人及核心技术人员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主要股东、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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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仲裁事项。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刑事诉讼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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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都区乐和路 8号

0514-85335333

-8003

0514-85336800 吉爱根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4层

021-23153888 021-23153500 曹 渊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环球律

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15层

010-65846688 010-65846666 刘劲容

申报会计师、验资机构及验

资复核机构：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

UDC时代大厦 A座 6楼

0571-88879401 0571-88879000 章 祥

资产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

街 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

座 F4

010-�8800�0066 010-�8800�0006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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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

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6楼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

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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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 1月 28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2021年 2月 2日

申购日期 2021年 2月 3日

缴款日期 2021年 2月 5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地点查阅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有关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乐和路 8 号

联系人：吉爱根

联系电话：0514-85335333

传 真：0514-8533680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4 层

联系人：曹渊、吴其明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 真：021-23153500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