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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1项商标权，即注册在第25类“皮鞋” 商品上的第905213号“红蜻蜓hong及图形” 商

标 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

2011年，公司与西班牙Marcas� Olímpicas,� S.L.公司签署商标转让协议，后者将下列18/25/35类

商标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独家、独立及完整的权利转让给公司：“REBECA� SANVER” ，“REBECA�

SANVER瑞贝卡赛文” ， “TB” ，“TB拓贝” ，公司享有对上述商标品类进行扩充的权利。 发行人受让该

类商标并与Marcas� Olímpicas, � S.L. 进行合作以发展公司的国际品牌业务。 上表中第289-291项、

314-317项商标为本公司依据此协议受让，第292-303项商标为本公司依据此协议自行申请取得。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子公司红蜻蜓儿童用品和迪基嫒斯拥有以下9项境内注册商标：

2012年，子公司迪基嫒斯从钟琼晖处受让了“Angel� House” 等童装商标。

2007年发行人设立时， 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浙工

商）名称预核内[2007]第031703号），核准发行人的名称为“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设立至

今，发行人的登记主管机关一直是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行人的名称业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合法、有效，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浙江省企业商号管理和保护规定》中关于企业名称

（包含商号）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方可使用的要求，并实现了对“红蜻蜓”商号的登记。

（2）境外商标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拥有25项在中国境外注册的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3、专利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拥有如下82项专利权：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日

1 一种立体皮革收缩温度检测仪 发明 200510022768.X 发行人 2005-12-30

2 鞋底止滑性能测试仪 发明 200810062532.2 发行人 2008-6-20

3 带前掌支撑片的运动皮鞋组合底 发明 200810062979.X 发行人 2008-7-17

4 一种带减震缓冲装置的鞋 发明 200810120540.8 发行人 2008-8-19

5 带杠杆机构的鞋用高排量透气装置 发明 200910155394.7 发行人 2009-12-18

6 可平衡足底压力的鞋垫 发明 201010200257.3 发行人 2010-6-10

7 一种换气鞋 发明 201010201263.0 发行人 2010-6-11

8 缓震呼吸按摩鞋垫 发明 201110110040.8 发行人 2011-4-21

9 护腿电热鞋垫 实用新型 200520134038.4 发行人 2005-12-1

10 内置外压式可调换气呼吸健康鞋 实用新型 200620012838.3 发行人 2006-4-12

11 外压式可调换气高坡跟鞋靴 实用新型 200620102705.5 发行人 2006-4-13

12 一种后帮内衬可调式学生鞋 实用新型 200620103156.3 发行人 2006-4-26

13 双底三维透气鞋 实用新型 200620104154.6 发行人 2006-5-31

14 鞋用换气减震装置 实用新型 200620105996.3 发行人 2006-7-25

15 鞋用可调组合防逆装置 实用新型 200620105997.8 发行人 2006-7-25

16 多层鞋用勾心 实用新型 200620105995.9 发行人 2006-7-25

17 减震换气健康鞋 实用新型 200620105998.2 发行人 2006-7-25

18 可防止静电的鞋 实用新型 200620105994.4 发行人 2006-7-25

19 跟式换气鞋 实用新型 200720109536.2 发行人 2007-5-17

20 鞋用换气组合阀 实用新型 200720109535.8 发行人 2007-5-17

21 运动型皮鞋 实用新型 200720109531.X 发行人 2007-5-17

22 鞋用消声组合换气阀 实用新型 200720111050.2 发行人 2007-7-11

23 运动皮鞋 实用新型 200720114908.0 发行人 2007-9-17

24 鞋跟缓冲垫 实用新型 200720114909.5 发行人 2007-9-17

25 女式减震高跟鞋 实用新型 200720192956.1 发行人 2007-12-1

26 组合底运动皮鞋 实用新型 200820081891.8 发行人 2008-1-4

27 带缓冲垫的皮鞋组合底 实用新型 200820121079.3 发行人 2008-7-17

28 带前掌支撑片的皮鞋组合底 实用新型 200820121078.9 发行人 2008-7-17

29 带缓冲片的皮鞋组合底 实用新型 200820121080.6 发行人 2008-7-17

30 一种带透视功能的鞋垫 实用新型 200820162932.6 发行人 2008-8-19

31 可透视减震部件的鞋底 实用新型 200920189838.4 发行人 2009-7-20

32 一种可持续性吸潮的鞋垫 实用新型 200920197584.0 发行人 2009-9-25

33 一种透气鞋底 实用新型 201020167547.8 发行人 2010-4-16

34 记忆呼吸鞋垫 实用新型 201120132800.0 发行人 2011-4-21

35 一种高跟鞋鞋垫 实用新型 201120253934.8 发行人 2011-7-14

36 一种鞋底和鞋垫的组合结构 实用新型 201120253900.9 发行人 2011-7-14

37 一种换气鞋垫 实用新型 201120253918.9 发行人 2011-7-14

38 耐磨鞋底 实用新型 201120253931.4 发行人 2011-7-14

39 一种鞋 实用新型 201120258355.2 发行人 2011-7-19

40 加固型鞋盒 实用新型 201120547284.8 发行人 2011-12-8

41 换气鞋排气量测量装置 实用新型 201120547309.4 发行人 2011-12-8

42 一种发热保健鞋 实用新型 201120547283.3 发行人 2011-12-8

43 一种鞋 实用新型 201120547308.X 发行人 2011-12-8

44 可调节发热量的保健鞋 实用新型 201120547285.2 发行人 2011-12-8

45 保暖鞋垫 实用新型 201120547307.5 发行人 2011-12-8

46 一种方便置物的鞋 实用新型 201120547306.0 发行人 2011-12-8

47 可矫正足部摆动姿势的矫正鞋 实用新型 201220027406.5 发行人 2012-1-19

48 可调节缓冲力的鞋垫 实用新型 201220282219.1 发行人 2012-6-15

49 女式凉鞋 实用新型 201220282234.6 发行人 2012-6-15

50 一种鞋垫 实用新型 201320055025.2 发行人 2013-1-31

51 目测足弓形状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054924.0 发行人 2013-1-31

52 一种脚型测量工具 实用新型 201320054412.4 发行人 2013-1-31

53 一种缓冲中底 实用新型 2013200544919 发行人 2013-1-31

54 组合反应大底 实用新型 201320061380.0 发行人 2013-2-4

55 助力鞋 实用新型 201320061569X 发行人 2013-2-4

56 高强度缓冲鞋 实用新型 201320062016.6 发行人 2013-2-4

57 沙滩鞋注塑模具 实用新型 201320405424.7 发行人 2013-7-9

58 鞋盒 外观设计 200530034151.0 发行人 2005-2-2

59 鞋底 外观设计 200630035436.0 发行人 2006-4-12

60 鞋垫 外观设计 200630110638.7 发行人 2006-5-31

61 鞋换气垫 外观设计 200630110637.2 发行人 2006-5-31

62 换气鞋气囊减震垫 外观设计 200630113636.3 发行人 2006-7-25

63 多层鞋用勾心 外观设计 200630113635.9 发行人 2006-7-25

64 鞋内底 外观设计 200630113634.4 发行人 2006-7-25

65 面料（1） 外观设计 200630114995.0 发行人 2006-8-14

66 面料（2） 外观设计 200630114996.5 发行人 2006-8-14

67 面料 外观设计 200630157091.6 发行人 2006-11-20

68 鞋用钩心（片形） 外观设计 200630161222.8 发行人 2006-12-25

69 标贴（男娃型） 外观设计 200730115495.3 发行人 2007-4-17

70 标贴（女娃型） 外观设计 200730115494.9 发行人 2007-4-17

71 面料（3） 外观设计 200730124237.1 发行人 2007-8-1

72 面料（4） 外观设计 200730124238.6 发行人 2007-8-1

73 面料（5） 外观设计 200730124239.0 发行人 2007-8-1

74 鞋盒 外观设计 200730128930.6 发行人 2007-9-17

75 鞋用手提袋 外观设计 200730128931.0 发行人 2007-9-17

76 鞋用钩心（蝶形） 外观设计 200730128933.X 发行人 2007-9-17

77 三维立体鞋垫 外观设计 200730128932.5 发行人 2007-9-17

78 运动皮鞋鞋底 外观设计 200730359346.1 发行人 2007-12-1

79 磁疗按摩鞋垫 外观设计 201130100314.6 发行人 2011-4-21

80 女鞋中底 外观设计 201130233171.6 发行人 2011-7-19

81 鞋帮打磨砂轮 实用新型 201320501635.0 发行人 2013-8-16

82 易于扭转的鞋底 实用新型 201420042137.9 发行人 2013-1-23

4、著作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的著作权情况如下：

序号 登记号 作品名称 权利类型 著作权人 登记日期

1 11-2009-F-986 红蜻蜓产品纹样一 美术作品 发行人 2009-03-24

2 11-2009-F-987 红蜻蜓产品纹样二 美术作品 发行人 2009-03-24

3 11-2009-F-988 红蜻蜓产品纹样三 美术作品 发行人 2009-03-24

4

国作登字

-2013-F-00109994

红蜻蜓男孩（卡通） 美术作品

红蜻蜓儿童用

品

2013-12-19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皮鞋、皮具和儿童用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皮革制

品、服饰、鞋材辅料的生产、销售；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电器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具体情况如下：

（1）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红蜻蜓集团。

本公司设立后于2007年9月向红蜻蜓集团收购了制鞋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同时，本公司设立后陆续收

购了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自然人股东控制的负责皮鞋生产、销售的公司，并将未纳入重组范围的与皮鞋生

产、销售有关的公司予以注销。 本公司设立后的资产重组过程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

情况”之“四、（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通过资产重组，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直接持有本公

司51.32%的股权外，红蜻蜓集团不再从事制鞋相关的业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红蜻蜓集团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自有房产租赁。目前，红蜻

蜓集团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不控制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3）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钱金波直接持有公司13.85%的股权，通过红蜻蜓

集团间接持有公司34.38%的股权， 合计持有公司48.23%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钱金波还持有永嘉东引

67.00%的股权，持有红蜻蜓企业管理60.00%的股权，持有恒森企业发展60.00%的股权，并通过恒森企业

发展间接持有红蜻蜓置业52.20%的股权。

永嘉东引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期货、证券、

认证咨询）；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自有房产租赁。

红蜻蜓企业管理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销售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计算机及配件，自有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商务咨询。

恒森企业发展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制作；室内装潢。 [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红蜻蜓置业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室内装潢，园艺苗木的种植，汽车

配件的制造、加工及销售，建材、装潢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售，咨询服务（以上涉及行

政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本公司与上述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实际从事的业务均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

除此之外，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控制其他公司，也没有通过其他形式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具体持股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 。

综上，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红蜻蜓集团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钱金波分别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主要内容为：

（1）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

人共同经营、为他人经营或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

竞争业务的情形；

（2）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本承诺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自营、联营、合营、合作或

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

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现在和将来

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对于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承诺人将通

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等）以及本承诺人在该等企业中的控制地位，保证该等企

业比照前款规定履行与本承诺人相同的不竞争义务；

（4）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

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业务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则本承诺人将

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或促使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及时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进一步要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有该等业务在同等条

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5）如从第三方获得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商业机会，本承诺人及本承诺

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6）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

函依法申请强制本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因此

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本承诺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发行人所有。

（二）关联交易

1、采购和销售

（1）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关联采购。

（2）关联销售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

内容

定价

方式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金额

同类交易

占比

金额

同类交易

占比

金额

同类交易

占比

红蜻蜓企业管理 销售车辆 协商价 - - - - 80.00 0.03%

红蜻蜓温州投资 销售材料 协商价 - - - - 41.95 0.01%

缪彦祚 销售商品 协商价 - - 44.61 0.01% 230.55 0.08%

吕煜增 销售商品 协商价 87.13 0.03% 126.60 0.04% 151.80 0.05%

林秀华 销售商品 协商价 67.72 0.02% 116.24 0.04% 146.07 0.05%

上述采购和销售产品，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或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况。 自2012年

起，本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或解除合约等方式，大幅减少了关联交易。

2、房屋租赁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

产种类

租赁收

益定价

依据

2014年度确

认租赁收益/

租赁支出

2013年度确

认租赁收益/

租赁支出

2012年度确

认租赁收益/

租赁支出

红蜻蜓实业 上海捷路 房屋 协商 - - 7.88

郑春明 发行人上海东门店 房屋 协商 - 31.50 39.60

郑春明 发行人天长市建设西路店 房屋 协商 - 36.20 33.53

周国良 发行人合肥市淮河路三店 房屋 协商 97.75 96.07 85.10

缪彦挺 红蜻蜓电子商务 房屋 协商 12.00 12.41 10.25

朱启南 发行人南京沿江长冲步行街店 房屋 协商 53.13 51.63 38.52

红蜻蜓

企业管理

红蜻蜓研发 房屋 协商 173.46 263.82 -

本公司于2013年陆续收购了郑春明拥有的七处房产， 减少了公司因租赁郑春明商铺产生的关联交

易。 房产收购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三）4、（1）房产收购” 。

3、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

本公司2012年度-2014年度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分别为4,490,000.00元、4,545,

000.00元和5,750,000.00元。

（三）偶发性关联交易

1、为关联方担保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担保的情况。

2、关联方为本公司借款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关联方为本公司借款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1）2011年6月24日， 红蜻蜓集团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

同》（公高保字第99282011284048号）， 为红蜻蜓股份自2011年6月24日至2016年5月24日止在该行签

署的借款等合同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额为2.9亿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担保合同项下的借款余额为0

万元。

（2）2012年6月4日，红蜻蜓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627664999020120610），为红蜻蜓股份自2012年6月10日至2015年6月9日止在该行签署的借款、银行

承兑等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额为2.2亿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上述担保合同项下的银行借款余额为0万

元。

（3）2013年6月13日， 红蜻蜓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2013年永嘉（保）字0029号），为红蜻蜓股份自2013年6月13日至2015年6月13日在该行办理

的人民币贷款、商业汇票承贴现、承兑等合同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债权最高额为

1.30亿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该担保合同项下的银行借款余额为0万元。

（4）2013年4月27日，红蜻蜓集团、钱金波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编号：NO.33100520130007334）， 为红蜻蜓股份自2013年4月27日至2015年4月26日在该

行办理的人民币贷款、商业汇票承贴现、承兑等合同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债权的

最高额为4.05亿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该担保合同项下承兑汇票金额合计8,042.34万元。

（5）2013年12月17日，本公司、钱金波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编号：2013年永嘉（保）字0062-1号），为红蜻蜓儿童用品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5年12月17

日在该行办理的人民币贷款、商业汇票承贴现、承兑等合同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

债权最高额为5,000万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该担保合同项下的承兑汇票金额合计1,547.55万元。

（6）2013年5月13日，本公司、钱金波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2013年保T字011号），为红蜻蜓营销温州自2013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12日在该行办理的

人民币贷款、商业汇票承贴现、承兑等合同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债权最高额为3,

000万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该担保合同项下的承兑汇票金额合计3,625.00万元。

（7）2014年9月4日， 红蜻蜓集团、 钱金波与中国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温

YJ2014HQT038D），为本公司自2014年9月4日至2017年9月4日在该行办理的人民币贷款、商业汇票承

贴现、承兑等合同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债权最高额为8,140万元。 截至2014年12

月31日，在该担保合同项下的承兑汇票金额合计602.91万元。

3、收购股权

报告期内，发行人陆续向自然人股东收购了红蜻蜓实业100%的股权、柳州红蜻蜓100%的股权及贵

州利合100%的股权。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四、（二）重大资产重

组情况” 。

4、收购经营性资产

（1）房产收购

2013年，经双方协商，发行人向郑春明购买了七处房产，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证载地址

建筑面积

（m2）

价格

（万元）

1 宝房权证安宜字第2013823036号

纵棹园金浦西部门市-1128

纵棹园金浦西部门市-1136

93.69 259.50

2 郑房权证字第1301219400号

中原区友爱路2号辉煌铭苑2号楼1层

010007号

112.25 421.50

3 郑房权证字第1301219466号

中原区百花路20号3号楼“锦绣华庭”

A座1层9号

46.76 175.50

4 郑房权证字第1301219465号

中原区百花路20号3号楼“锦绣华庭”

A座1层8号

80.62 303.00

5 沪房地浦字（2013）第234969号 惠南镇东门大街309号1-2层 149.08 500.00

6 沪房地浦字（2013）第234970号 惠南镇东门大街307号1-2层 149.08 500.00

7 房地权证天字第2014000265号 天长市建设西路医药大厦附属楼 826.68 1,600.00

5、无偿转让商标和专利

本公司设立后，红蜻蜓集团陆续与本公司签署了《注册商标转让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协议》，将与

本公司皮鞋生产、销售业务相关的商标和专利无偿转让给本公司。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的评价意见

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就发行人过往三年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最

近三年（2012年度至2014年度）的关联交易是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后、基于普通的商业条件的基础上进

行的，是公司经营发展必须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

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薪酬情

况（万

元）

钱金

波

董事长

兼总裁

男 51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永嘉红蜻蜓董事长， 红蜻蜓集团

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

裁，红蜻蜓集团董事长。浙江省第十届

人大代表，第九届永嘉县政协副主席，

荣获第七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称

号。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红蜻蜓

企业管理执行董事、红蜻蜓

置业董事长、恒森企业发展

董事长、成谊投资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永嘉东引执行董

事

100

汪建

斌

董事兼

副总裁

男 47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永嘉县质量监督局标准计量科副

科长， 永嘉县工业经济委员会技术科

副科长、 科长。 1997年加入红蜻蜓集

团，任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红

蜻蜓电子商务总经理。 荣获全国计量

工作优秀辅导教师、 浙江省先进技术

管理工作者等称号。

无 45

方宣

平

董事兼

副总裁

兼

财务总

监

男 60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温州仪表电机厂副厂长， 温州包

装机械总厂财务科长， 温州方正企业

集团副总经理。 2002年加入红蜻蜓集

团，任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务

总监。第七届温州市政协委员，荣获浙

江省先进会计工作者等称号。

温州银行董事 45

金银

宽

董事 男 56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红蜻蜓集团董事，永嘉鞋业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红蜻蜓集团董事，广东

红蜻蜓监事，红蜻蜓温州投资监事，恒

森企业发展董事等职。

红蜻蜓集团董事、恒森企业

发展董事、红蜻蜓温州投资

监事

-

陈铭

海

董事 男 53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永嘉鞋业监事，红蜻蜓营销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红蜻蜓集团董事，红蜻

蜓温州投资执行董事、 求精胶塑执行

事务合伙人。

红蜻蜓集团董事、红蜻蜓温

州投资执行董事兼经理、求

精胶塑执行事务合伙人

-

黄晓

黎

董事 女 42

2013-

09至

2016-

09

2002年至2009年任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证券部律师、合伙人。现任公司

董事， 上海景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景林股权投资基金创始及管理合

伙人， 天津亿利科能源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迪赛诺药业有限

公司董事， 上海迈外迪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

上海景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景林股权投资基金

创始及管理合伙人、天津亿

利科能源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上海迪赛诺药

业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迈外

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

金志

国

独立董

事

男 59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青岛啤酒一厂厂长助理， 青岛啤

酒西安有限公司总经理， 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总裁及副董

事长、董事长，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自2012年6月

28日起任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顾问。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龙工控

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九阳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惠生（南京）清

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顾家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迈普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金志国先

生为2007年CCTV中国十大经济年度

人物， 第十届、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顾问、中国龙工控股有限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九阳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顾

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惠生(南京)清

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10

刘劲

独立董

事

男 45

2013-

09至

2016-

09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授课， 任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副教授、

终身教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长江商

学院副院长、教授，瑞士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苏神马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长江商学院教授、瑞士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10

杨勇

独立董

事

男 47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上海新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

理。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应明德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总经理。

上海应明德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总经理

10

陈满

仓

监事会

主席

男 52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公司质量总监。 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原材料采购总监。

无 30

陈光

伍

监事 男 54

2013-

09至

2016-

09

现任公司监事，行政总监。 无 20

潘莉

莉

监事 女 33

2013-

09至

2016-

09

现任公司监事。 无 19

张少

斌

副总裁 男 45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湖北省鄂州商场鞋帽经理。 现任

公司副总裁， 广东红蜻蜓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广州迪缇西执行董事。

无 45

董忠

武

副总裁 男 43

2013-

09至

2016-

09

在国内经商多年。现任公司副总裁，尚

品服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 60

徐威 副总裁 男 40

2013-

09至

2016-

09

曾在红蜻蜓集团从事生产管理工作，

曾任原上海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现任公司副总裁，肇庆红蜻蜓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无 45

徐志

宏

副总裁 男 55

2013-

09至

2016-

09

曾任永嘉县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永嘉

县地方税务局瓯北分局副主任科员。

现任公司副总裁，红蜻蜓集团董事。

红蜻蜓集团董事 41

钱秀

芬

副总裁 女 53

2013-

09至

2016-

09

在国内经商多年，2010年7月起在公司

担任女鞋开发、采购总监；现任公司副

总裁。

无 45

谢立

治

董事会

秘书

男 38

2013-

09至

2016-

09

曾先后就职于Stralem�&�Company投

资基金、巴黎银行证券与衍生品总部、

景瑞地产集团。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无 50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情况及其他权利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合计持股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钱金波

董事长兼总

裁

48,471,290 13.85% 120,347,410 34.38% 168,818,700 48.23%

汪建斌

董事兼副总

裁

3,797,290 1.08% - - 3,797,290 1.08%

金银宽 董事 14,838,150 4.24% 26,943,450 7.70% 41,781,600 11.94%

陈铭海 董事 9,892,100 2.83% 17,962,300 5.13% 27,854,400 7.96%

陈满仓 监事会主席 4,531,220 1.29% - -- 4,531,220 1.29%

钱秀芬 副总裁 11,902,430 3.40% - - 11,902,430 3.40%

注：间接持股比例=股东单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自然人持有股东单位的股权比例

在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中，钱金波、汪建斌、金银宽、陈铭海、陈满仓、钱秀芬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钱秀芬与钱金波系姐弟关系；与此同时，钱金波、金银宽、陈铭海通过持有公司控股股

东红蜻蜓集团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间接持股比例是根据各自然人持有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乘以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得出。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均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

红蜻蜓集团为本公司发起人及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179,623,000股股份，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51.32%。

红蜻蜓集团成立于1996年11月1日，注册资本1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钱金波，注册地址为浙江省

永嘉县瓯北镇阳光大道，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

开发；物业管理；自有房产租赁。（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目前，红蜻蜓集团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根据华明会计师出具的2014年度《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华会审[2015]0191号），红蜻蜓

集团2014年末合并口径总资产为347,950.98万元，净资产为167,283.63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314,

303.99万元，净利润为29,537.90万元。

（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钱金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3.85%的股权且直接持有红蜻蜓集团67%的股权， 红蜻蜓集团持有公司

51.32%的股权。 钱金波先生合计控制公司65.17%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钱金波，中国国籍，拥有香港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3032419640927XXXX；住所：浙江省永嘉县瓯北

镇北岙村前路159号。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22,338,861.48 433,939,066.75 424,688,291.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2,455,000.00 1,070,000.00 2,908,392.91

应收账款 398,784,071.47 410,784,268.88 292,844,974.37

预付款项 28,528,155.33 28,804,044.85 32,513,782.40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10,436,490.37 11,542,697.23 19,336,022.50

存货 629,348,583.45 622,758,153.30 606,356,763.4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57,045,288.07 47,950,437.69 45,785,099.02

流动资产合计 1,648,936,450.17 1,556,848,668.70 1,424,433,325.6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368,302,322.25 164,430,652.46 32,770,611.27

固定资产 570,780,928.41 798,869,445.02 891,902,072.84

在建工程 57,520,255.11 11,584,680.17 5,130,930.19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58,247,775.34 72,924,432.41 50,275,368.07

开发支出 - - -

商誉 5,427,381.30 5,427,381.30 5,427,381.30

长期待摊费用 3,096,899.63 4,592,748.28 5,193,175.6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050,193.32 46,725,879.11 46,998,346.42

其他非流动资产 987,257.30 17,072,987.55 61,242,210.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15,413,012.66 1,121,628,206.30 1,098,940,096.46

资产总计 2,764,349,462.83 2,678,476,875.00 2,523,373,422.0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0.00 271,300,000.00 451,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218,088,129.82 145,684,857.68 205,725,682.41

应付账款 613,702,021.24 483,417,014.84 383,288,814.02

预收款项 28,257,899.48 23,548,187.15 24,021,953.66

(上接A42版)

(下转A4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