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0

■ 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A49

版）

空调产量的增长使得空调过滤网的市场规模相应增长。 随着近年来城市空气质量的下降，以及室内空气污染

源的增加，室内空气质量日益受到重视。 目前各大空调厂商纷纷推出带有除甲醛、释放负离子等带有室内空气净

化作用的空调，空调的空气净化功能主要在于空调过滤网的选用上，因此带有空气净化功能的空调过滤网的需求

将大幅提高。

3、空气过滤器行业的发展趋势

（1）应用于居民室内空气治理的空气过滤器的需求将稳步提升

现代城市居民每天 60%～70%的时间是在室内环境中度过的， 老人和儿童等敏感人群在室内度过的时间更

长。 因此，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日趋重要，使得室内空气治理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随着石油液化气、煤气、天然气、各种装饰、装修材料、家具、日用化学品等的大量使用，室内污染物来源、种

类、数量不断增多；同时为节约能源，现代建筑物密闭性增加，新风量不足，使得甲醛、硫化物、苯系物、氨气、病菌等

室内污染物不能及时排出室外，在室内存留、累积，造成室内空气质量恶化。 空调房内良好的温湿度条件，更给各

种细菌、霉菌如棒状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提供极好的繁殖生长环境。

《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2005版指出： 城市中存在着暴露于可吸入颗粒物和臭氧的严重健康风险；即

便空气污染物的浓度相对偏低，它也与一系列的健康副效应相关；室内空气质量恶劣可对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健康

构成风险；在使用生物燃料和煤进行烹调和取暖的家庭中，可吸入颗粒的水平可达到标准值的 10-50倍。

近年来，空气质量成为我国居民关注的焦点，随着室内空气治理日益受到重视，包括空气净化器及具有净化

功能的空调过滤网等应用于居民室内空气治理的空气过滤器产品的需求将稳步上升。

（2）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带动空气过滤器的新增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镇及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

消费总支出）不断下降，居民消费能力及水平持续提高。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恩格尔系数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及恩格尔系数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3年的 8,472元到 2013年的 26,955元，增加了 2.18 倍，扣除食品消

费支出后的可支配收入在过去 10年中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12.64%；农村居民纯收入从 2003 年的 2,622 元到

2013 年的 8,896 元， 增加了 2.39 倍， 扣除食品消费支出后的纯收入在过去 10 年中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14.54%。

当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升时，将更关注于改善生活环境，面对空气污染的日益严重，空气过滤器产品的需求

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相应上升。

（3）空气过滤器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最初的空气过滤器应用于工业，主要目的是改善工人的作业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空气过滤器可广

泛用于家用及商用电器、汽车、轨道交通、航天、航空、电子、制药、生物工程等领域。 近年来随着过滤新材料、新工

艺的出现，空气过滤器本身的设计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提高了过滤效率，降低了气流阻力，减少了能量消耗。 此外，

空气过滤器在耐高温、耐腐蚀以及防水等方面也取很大的进展，满足了一些特殊行业的需求。 除上述空气过滤器

的应用行业外，空气过滤器还可以运用于室外空气污染的治理，将来空气过滤器的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四）行业地位

1、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的空气过滤器产品主要应用于室内空气治理领域，主要产品为空调过滤网，是该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

全球空调制造基地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泰国、韩国、印度等国家，中国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优良的制造工

艺和人力成本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制造基地，同时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空调过滤网生产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 2014年房间用空气调节器产量为 14,463万台。每台房间用空气调节器一

般使用 1-2枚空调过滤网，若按照平均每台房间用空气调节器装配 1.5枚空调过滤网进行估算，2014年我国空调

过滤网的需求大约为 21,700万枚。 本公司 2014年空调过滤网内销数量为 8,073万枚，以此估算，公司的空调过

滤网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37.20%。

2、主要竞争对手

（1）国际竞争对手

① 日本三喜橡胶株式会社

日本三喜橡胶株式会社成立于 1967 年，主要业务为制造和销售粉尘过滤器、高效过滤器、空气过滤器、除臭

过滤器等，在京都设有工厂。 日本三喜橡胶株式会社曾经为本公司的股东。

② 田村驹株式会社

田村驹株式会社成立于 1894年，主要产品包括衣服制品、服装材料、住宅相关材料、空调过滤网等。 田村驹株

式会社与浙江蓝博空调网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空调过滤网业务。

③ 阿波罗贸易株式会社

阿波罗贸易株式会社成立于 1995 年，主要产品为除臭除尘过滤器、薄膜胶带、油漆、药品、光纤、工业机械产

品相关产品、家电、手机等。 阿波罗贸易株式会社于 2000年在中国设立佛山市顺德区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各种空气净化产品、冰箱除臭产品。

（2）国内竞争对手

① 诸暨市蓝博空调网业有限公司

浙江蓝博空调网业有限公司位于诸暨市城西开发区，主要产品为空调过滤网及其塑胶配件，客户包括三星、

日立、伊莱克斯、特灵、飞歌等。

② 宁波新世纪空调网业有限公司

宁波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公司位于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方桥工业园区，生产空调过滤网、

塑料网板、空调塑料防护网、塑料泡沫。 客户包括格力、长虹、奥克斯等。

③ 佛山市南海区永利兴塑料丝织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永利兴塑料丝织五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工厂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小塘镇新境工

业开发区。 佛山市南海区永利兴塑料丝织五金有限公司客户包括顺德科龙、美的、格力、广东三洋、中山今泰、格兰

仕、广州华凌等。

3、发行人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1）竞争优势

公司是国内空气过滤器行业的领先企业，在空调过滤网领域行业地位显著。 公司的竞争优势突出体现在技术

研发、客户资源、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

① 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室内空气治理领域，并以多年来在室内空气治理领域累积的经验、技术和工艺，向

PM2.5等高性能空气过滤新材料及其他新材料、室外空气污染的治理、荒漠化治理等领域方向发展。 公司始终重

视企业研发能力和综合技术能力的培养，公司内部建立了过程严密、分工明确的产品研发、设计、测试流程，在丝

网、塑胶及材料、过滤及材料、沙网、模具领域设有研发项目组，对相关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进行研究与开

发，力争在行业关键领域与环节取得重大突破，并积极参与行业标准与规范的制定，确立公司在国内空气过滤器

行业的领先地位。

作为经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认证的空气净化器材省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目前公司已参与制定 9 项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 拥有合计 39 项专利技术， 其中 15 项为发明专利， 并先后承担了 “高中效空气过滤器” 、

“MBP-PPK抗菌防霉过滤网” 、“儿茶素空气过滤网” 、“植物纤维阻沙固沙网” 、“桩式组合阻沙固沙网格” 等国

家星火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家创新基金项目，及“负离子空气过滤网” 、“冷触媒蜂窝过滤网” 、“JBQX-2.5 纸

质全热交换器” 、“空调新风系统用 PM2.5 空气过滤器” 、“空调新风系统用 SO2/NO2 脱臭过滤器及其检测技

术” 、“氟素抗菌剂内添型 PET高密度粘结过滤网”等 16个省级科研项目。

此外，公司还与众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强公司的专业技术能力，促进公司的技术创

新。 其中包括：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的“高效滤料计数法效率检测技术”项目、与东华大学合作研发的“PET 空调

过滤网特殊多功能整理技术” 项目及“全热空气交换器性能研究” 项目、与浙江大学合作研发的“绿色茶提物制

备技术”项目、与天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汽车空调过滤器过滤性能测试台的研制” 项目、与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合作研发的“空调过滤网消毒效果模拟现场试验研究”项目、与中科院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合作研发的“荒漠化治理中阻沙固沙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 项目、与中科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

室合作研发的“阻沙固沙新材料在实验室与野外风沙环境中阻沙固沙性能的研究与试验” 项目。 此外，公司与中

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共同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敦煌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

2008 年 12 月、2011 年 10 月及 2014 年 10 月，公司被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

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2 年 10 月，公司被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认定为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04 年初次取得）；此外，公司还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企业（清洁生产先进企

业）、浙江省创新型示范企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浙江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标准创新型企业。

② 客户资源优势

近年来，公司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领先的生产工艺和出众的质量控制赢得了包括大金、夏普、格力、LG、富士

通、三菱电机、松下、美的、三菱重工、东芝、麦克维尔、海尔、三星、3M等在内的优质客户。 良好的客户群体是公司

规模与效益并增的基础，公司与上述客户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参与其新产品前期开发，并与上述客

户在技术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深度合作。

③ 工艺水平优势

国际知名企业在其全球化大规模采购中，对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 公司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独特工

艺技术，公司自主研发的塑料改性技术，增加了产品的耐用性以及产品功能的持久性，并解决高温熔融纺丝过程

中出现的生物材料炭化、失活、起泡以及强度下降等问题；公司可针对不同过滤效率和压损的需求设计织网的结

构及密度，对织网的结构及孔隙度等的优化设计及编织方法可使得产品具有过滤效率高、风阻低的优异性能；公

司自主设计和改良了复合功能纤维热粘合工艺，用此工艺生产的可自动清扫的空调过滤网，很好地解决了自动清

扫机清扫空调过滤网的灰尘时网丝移位的问题， 属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自主研发的冷热空气交替定型处理的工

艺，增加了空调过滤网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公司建立了精细、高效的生产工艺流程，形成了研究、开发、生产、

检测、零部件加工、整体配套的完整工艺体系，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远高于同行业其他企业，在业内得到充分的

认可。

④ 人才优势

人才是企业的核心，公司历来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工作，目前，公司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已拥有

了一支实践经验丰富、 技术水平一流的综合研发队伍。 发行人的管理团队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

验，且核心管理人员较为稳定。 目前公司已制定积极的人才战略，建立了长效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大引进人才的工

作力度，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⑤ 管理优势

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TS16949：2009

汽车产品质量体系认证等认证，并获得美国 UL、美国 ETL、欧盟 CE等其他认证。

在与国际知名企业的长期合作中，公司不断学习、借鉴上述企业的高效精细的管理模式，坚持全面质量管理

的生产模式和理念，同时在公司内部推行 6S管理及标准化作业。为了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公司已全面运用 ERP

系统、OA管理系统，严格对公司生产、采购、技术、品质、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流程

的运作效率。

（2）竞争劣势

① 专业人才的储备仍显不足

近年来，公司逐渐向室外空气治理领域发展，该领域已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公司需要进一步充实

该领域中各细分行业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测试和售后服务等各种专业人才的储备。 上述专业人才储备的相对

缺乏可能成为公司的发展瓶颈。

② 资金需求制约公司发展

空气过滤器行业具有技术交叉、产品和客户延展性强、跨地区经营的特征，是资金密集型行业。 新产品新技术

的研发、产能扩张、市场营销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本公司已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债务融资方式、非公开融资渠

道积极扩大业务规模和公司收益，但仍面临资金制约，被迫暂缓部分投资项目，依靠公司自身利润的累积已经不

能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发行人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办公设备四大类。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额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20 8,453.37 2,113.94 6,339.43 74.99%

机器设备 5-10 10,397.53 4,933.26 70.72 5,393.55 51.87%

运输设备 4-5 870.61 496.52 374.09 42.97%

办公设备 3-5 519.24 343.97 175.27 33.76%

合计 20,240.75 7,887.68 70.72 12,282.34 60.68%

本公司固定资产目前使用状态良好，总体成新率为 60.68%。

2、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使用中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表：

名称

数量

（台）

原值

（万元）

累计折旧

（万元）

净值

（万元）

成新率

（%）

剑杆织机 398 2,273.91 870.45 1,403.46 61.72

注塑机 105 2,125.26 1,250.56 874.70 41.16

拉丝机 11 515.63 263.07 252.56 48.98

加工中心 3 273.23 252.38 20.85 7.63

拉幅定型机 3 228.25 86.52 141.73 62.09

涂胶机 9 257.69 87.96 169.73 65.87

自动滤料测试仪 1 80.50 57.11 23.39 29.06

光谱仪 2 92.85 59.95 32.90 35.43

线切割机床 5 309.61 58.40 251.21 81.14

双螺杆塑料造粒机 3 57.50 40.41 17.09 29.72

热熔胶喷胶设备 1 44.00 34.37 9.63 21.89

分条整经机 12 98.23 52.98 45.25 46.07

卷纬机 4 28.95 26.33 2.62 9.05

塑料圆丝机组 1 34.00 22.05 11.95 35.15

平面磨床 4 28.95 26.70 2.25 7.77

铣床 5 151.58 19.80 131.78 86.94

焊接机 14 70.06 26.34 43.72 62.40

合计 581 6,670.20 3,235.38 3,434.82 51.50

3、房屋及建筑物情况

（1）公司拥有的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房地产证号 权属人 坐落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抵押

情况

1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3380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5,778.65 厂房

借款

抵押

2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3383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3,330.05 厂房

借款

抵押

3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1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1,491.86 宿舍、门卫、厕所

借款

抵押

4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3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808.48 宿舍

借款

抵押

5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4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4,308.54 厂房、车间等

借款

抵押

6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5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2,785.06 厂房、门卫

借款

抵押

7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6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343.10 宿舍

借款

抵押

8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7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165.90 宿舍

借款

抵押

9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8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2,281.50 办公楼

借款

抵押

10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79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732.91 厂房

借款

抵押

11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80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859.60

食堂、设备办公、浴

室

借款

抵押

12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81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2,225.34 厂房、配电房

借款

抵押

13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82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2,045.47 厂房

借款

抵押

14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83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537.66 厂房

借款

抵押

15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84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628.77

厂房、配料房、拌料

房、厕所、试跳楼

借款

抵押

16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85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604.08 宿舍

借款

抵押

17

房权证诸字第

F0000088586号

金海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669.32 厂房

借款

抵押

18 2106-028600-9 泰国金海

泰国罗勇府东海岸

工业园

3,029.00 厂房

借款

抵押

19 2106-026225-8 泰国金海

泰国罗勇府东海岸

工业园

3,061.00 厂房

借款

抵押

20

沪房地徐字（2013）

第 026889号

金海环境

上海零陵路 899号

16A

218.50 办公

借款

抵押

21

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300037739号

汇盈文化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城东金坑中路

19号 4栋（厂房）

2,848.00 工业 无

22

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300037740号

汇盈文化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城东金坑中路

19号 7栋（厂房）

2,956.53 工业 无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自有房产占所有使用房产的比例为 71.24%。

（2）公司租赁的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的主要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地点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租金 租赁期限

1

珠海

金海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新

村村委会

斗门区乾务镇新村美福工

业城 4号楼、6 号楼

6,000.00 工业 36万元 /年

2011.11.1

-2026.11.1

2

天津

金海

天津市宜兴埠第七农工

商联合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七街

工业区

4,171.65 工业 46万元 /年

2014.6.15

-2015.6.15

3

苏州

金海

苏州协昌针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柯福

路南工业厂房 4幢、5 幢

7,678.32 工业

115.17 万元 /

年

2014.3.1�-2017.

2.28

4 金海环境 蔡甘霖、黄伟权、黄伟耀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899

号 16 层 D室

129.78 办公 2.37 万元 /月

2014.8.7�-2016.

8.26

5

日本

金海

泰兴运输 大阪府堺市 350.00 仓库、办公

35.29 万日元

/月

2009.3�-2015.3

6

日本

金海

泰兴运输 大阪府堺市 6.00 停车场

0.84 万日元 /

月

2014.12� -2016.

11

7

日本

金海

LEOPLACE�21 大阪府堺市 20.00 宿舍

5.04 万日元 /

月

2013.4�-2015.4

8

日本

金海

LEOPLACE�21 大阪府堺市 35.00 宿舍

6.84 万日元 /

月

2013.3�-2015.3

9

日本

金海

志田善広 静冈县富士市 68.00 宿舍

7.80 万日元 /

月

2014.5�-2016.5

10

日本

金海

川口實 静冈县静冈市 375.48 仓库、办公 35万日元 /月 2014.5�-2016.4

11

日本

金海

竹下厚 静冈县静冈市 58.86 宿舍

7.345 万日元

/月

2014.5�-2016.4

12

上海

金励

上海悠程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内钦

州北路 1122 号 89 号楼

10楼 E座

365 办公

免 租 期 ：

2015.1.6-201

5.2.14；

34,766

元 / 月 ：

2015.2.15-20

17.2.14

2015.1.6

-2017.2.14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证编号

权属

人

坐落地

面积

（平方米）

用途 类型

抵押

情况

1 诸暨国用（2011）第 90500768 号

金海

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29,972.00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2 诸暨国用（2012）第 90501338 号

金海

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9,842.43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3 诸暨国用（2011）第 90500770号

金海

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坂村

应高坞

13,315.00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4 诸暨国用（2013）第 90500672 号

金海

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1,337.00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5 诸暨国用（2013）第 90500671号

金海

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4,125.80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6 诸暨国用（2012）第 90500153 号

金海

环境

应店街镇伍堡畈村 7,589.80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7 诸暨国用（2013）第 90500673 号

金海

环境

应店街镇大马坞村 893.10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8 诸暨国用（2012）第 80160199 号

金海

环境

陶朱街道建业路以

南，西二环路以东

33,363.00 工业 出让

借款

抵押

9 沪房地徐字（2013）第 026889 号

金海

环境

零陵路 899 号 ——— 综合 出让

借款

抵押

10 定循园国用（2012）第 26000063 号 甘肃金海

定西市安定区循环

经济产业园新城大

道 1号

85,670.95 工业 出让 无

11 8880号

泰国

金海

泰国罗勇府东海岸

工业园

5,004.40 工业 购买

借款

抵押

12 8881号

泰国

金海

泰国罗勇府东海岸

工业园

4,668.40 工业 购买

借款

抵押

13 8882号

泰国

金海

泰国罗勇府东海岸

工业园

4,489.60 工业 购买

借款

抵押

14 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300037739 号 汇盈文化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城东金坑中路 19

号 4栋（厂房）

573.72 工业 出让 无

15 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300037740号 汇盈文化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城东金坑中路 19

号 7 栋（厂房）

576.22 商住 出让 无

16 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300038410号 汇盈文化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城东金坑中路 19

号 4栋前面

1,446.31 工业 出让 无

17 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0300038411号 汇盈文化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城东金坑中路 19

号 7 栋前面

2,092.10

商业服务业、

住宅用地

出让 无

18 27548号

泰国金海

科技

泰国罗勇府博登县 35,349.00 工业 购买

借款

抵押

2、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注册登记的商标如下：

注 1：第 29项商标的原权利人为汇投投资，汇投投资已将上述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变更申请已获受理，目

前正在办理权利人变更的过程中。

注 2：第 28项商标正在办理续展手续。

3、专利与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境内专利权共 39项，包括 15项发明，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权利

人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授权日

1

茶多酚空气过滤网用单丝及其制备工艺

和用途

ZL01105837.4 金海环境 发明 2001.4.3 2004.9.1

2 油烟空气过滤材料的制备工艺 ZL02136507.5 金海环境 发明 2002.8.15 2007.4.11

3

抗光老化组合物、 包含该组合物的单丝

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0410025363.7 金海环境 发明 2004.6.23 2008.9.17

4

能够发射负离子的单丝及其制备方法和

用途

ZL200510024260.3 金海环境 发明 2005.3.9 2007.11.28

5

酶杀菌母粒、 酶杀菌聚合物单丝及其制

备工艺和用途

ZL200510028163.1 金海环境 发明 2005.7.27 2007.6.20

6 阻沙网板、尖桩和阻沙网格 ZL200510028164.6 金海环境 发明 2005.7.27 2008.9.24

7

导电母粒、 导电聚合物单丝及其制备方

法和用途

ZL200610023739.X 金海环境 发明 2006.2.5 2009.1.28

8

光触媒抗菌防霉负离子聚丙烯单丝及其

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0610116634.9 金海环境 发明 2006.9.28 2009.3.4

9 板式热交换器 ZL200810036589.5 金海环境 发明 2008.4.24 2011.9.7

10 一种空气过滤网板的网面平整处理方法 ZL201010214568.5 金海环境 发明 2010.6.28 2012.8.8

11 一种双层蜂巢结构过滤网 ZL201010269536.5 金海环境 发明 2010.8.31 2012.9.5

12 一种过滤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1010517461.8 金海环境 发明 2010.10.22 2012.9.5

13

竹炭空气过滤网用单丝及其制备工艺和

用途

ZL201010254823.9 金海环境 发明 2010.8.17 2012.11.14

14

含有防螨虫剂的聚合物母粒、 防螨虫空

气过滤网的单丝及其制备工艺和用途

ZL201010517463.7 金海环境 发明 2010.10.22 2012.12.26

15 防沙网固定组件 ZL201110281543.1 金海环境 发明 2011.9.21 2014.2.19

16 阻沙网板、尖桩 ZL200520043799.9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5.7.27 2007.12.12

17 高密度编织空气过滤网 ZL200520043798.4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5.7.27 2006.10.25

18 热风定型器和热风定型体系 ZL200620039613.7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6.2.21 2007.9.5

19 离心式液态胶粘剂涂布机 ZL200620039749.8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6.2.27 2007.8.29

20 板式热交换器及包含此热交换器的容器 ZL200820057702.3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8.4.24 2009.5.27

21 空调过滤网自动清扫系统 ZL200920076598.7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9.6.19 2010.5.12

22 空调过滤网自动清扫系统 ZL200920076599.1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9.6.19 2010.5.12

23 空调用金属过滤器 ZL200920208310.7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9.8.24 2010.5.26

24 空调过滤网自动清扫装置 ZL200920208578.0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9.8.28 2010.5.26

25 可再生利用的网状承物袋 ZL200920218492.6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09.10.12 2010.12.29

26 功能性汽车空调过滤器 ZL201020102692.8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0.1.28 2011.3.23

27

加湿器滤芯成型设备及其模切装置、退

料装置

ZL201020102694.7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0.1.28 2011.3.23

28 无动力室内新风系统 ZL201020180972.0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0.4.29 2010.11.24

29 空调外接保护管 ZL201020257398.4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0.7.13 2011.3.9

30 空调室外机用遮阳装置 ZL201020507069.0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0.8.25 2011.5.18

31 植物纤维阻沙固沙网 ZL201220287927.4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2.6.18 2013.5.1

32 室外用多功能 PM2.5 过滤装置 ZL201320437936.1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3.7.19 2014.5.7

33

空调过滤网板不修边塑料成型模具和不

修边的空气过滤网板

ZL201320636524.0 金海环境 实用新型 2013.10.15 2014.7.30

34 防护网卡扣 ZL201420322643.3

甘肃金海

[注]

实用新型 2014.6.17 2014.11.26

35 空气清新机(KJG200-TD03) ZL200530041826.4 金海环境 外观设计 2005.7.29 2006.5.10

36 空气清新机（KJG220－TD01） ZL200530042541.2 金海环境 外观设计 2005.8.19 2006.6.21

37 空气清新机（KJG180－TD01） ZL200530042545.0 金海环境 外观设计 2005.8.19 2006.5.10

38 空气清新机（KJG180-TD01B) ZL200630037797.9 金海环境 外观设计 2006.6.19 2007.4.4

39 空气清新机（KJG300－LD01） ZL200730073494.7 金海环境 外观设计 2007.2.28 2008.4.2

注：该专利的专利权人仍登记为甘肃金海原公司名称“甘肃金海阻沙固沙新材料有限公司” ，甘肃金海于

2014年 10月 29日更名为“甘肃金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甘肃金海正在办理专利权人名称变更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就上述专利获得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 并按期足额缴纳了专利年

费。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与控股股东汇投投资、实际控制人丁宏广夫妇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汇投投资、实际控制人丁宏广夫妇、公司 5%以上的股东诸暨三三投资均已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二）关联交易情况

1、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租赁情况

2011年， 珠海金海与珠海金海三喜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 向珠海金海三喜租用其位于珠海市斗门区

2848 城东金坑中路 19 号 4 栋的 1,800 平方米厂房，年租金 25 万元，租赁期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至 2014 年 2

月 1日。 为适应珠海金海的业务发展需求及减少关联交易，珠海金海与珠海金海三喜签订了《关于厂房租赁合

同补充协议》，在珠海金海完成新土地的购买及厂房建造或者租赁到新的厂房并完成搬迁时，原《厂房租赁合

同》可即时终止。 2012年 1月，珠海金海完成搬迁，并与珠海金海三喜签订了《厂房租赁终止合同》。 2011 年、

2012年 1月，珠海金海分别支付相关租赁费用 22.92万元、2.08万元。 自 2012年 2月起，该关联交易不再发生。

2、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1）向关联方购买股权

①购买金海进出口 100%的股权

2012年 3月 13日，本公司分别与汇投投资及丁梅英女士签订《浙江诸暨金海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分别购买汇投投资持有的金海进出口 90%股权和丁梅英女士持有的金海进出口 10%股权，交易价格分别

为 90万元、10万元。 此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系根据金海进出口的注册资本确定。

②购买汇盈文化 100%的股权

2013年 12月 17日，本公司分别与汇投投资及珠海金海实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分别购买汇投投资

及珠海金海实业持有的汇盈文化 50%股权，交易价格均为 443.54万元。此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系根据汇盈文化的

评估价值确定。

（2）上海金励向关联方上海三三投资购买资产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上海三三投资 采购运输设备 318,000.00

2014年 9月 18日，上海金励与上海三三投资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上海三三投资将其拥有的车牌号为

“沪 A-81N33” 车辆及对应车牌转让给上海金励，该车辆账面价值为 20.42 万元，该协议签署之日前三期上海

市单位客车车牌平均成交价为 11.35万元，上海三三投资最近期拍卖取得单位客车车牌成交价为 12.03万元，双

方同意参照上述车辆账面价值及车牌历史成交价格，结合市场交易价格综合确定本次交易价款为 31.8万元。

（3）关联方担保

报告期内，本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详情如下：

担保方 贷款方名称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间

金盛生物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1,025 2010.1.21-2012.1.20

丁宏广、丁梅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6,800 2011.8.2-2013.8.2

汇投投资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1.11.11-2012.11.10

金盛生物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1.11.11-2012.11.10

丁宏广、丁梅英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1.11.11-2012.11.10

丁宏广、丁梅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4,000 2011.12.23-2014.12.22

丁宏广 泰国大成银行 5,000万泰铢 2011.7.5-2012.12.31

丁宏广 泰国大成银行 200万美元 2011.7.5-2012.12.31

上海三三投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749 2012.2.20-2014.2.20

丁宏广、丁伯英 日本清水银行 4,000万日元 2012.4.18-2014.4.4

汇投投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4,000 2012.12.31-2013.12.30

丁宏广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4,000 2012.12.31-2013.12.30

丁梅英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4,000 2012.12.31-2013.12.30

金盛生物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3.4.15-2014.4.14

汇投投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3.4.15-2014.4.14

丁宏广、丁梅英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3.4.15-2014.4.14

汇投投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1,845 2013.4.23-2015.4.23

丁宏广、丁梅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6,800 2013.11.26-2015.11.26

汇投投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6,000 2013.12.12-2014.12.11

丁宏广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6,000 2013.12.12-2014.12.11

丁梅英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6,000 2013.12.12-2014.12.11

丁宏广、丁梅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 1,300 2012.10.19-2018.12.31

珠海金海实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 1,300 2012.10.19-2018.12.31

汇投投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 1,300 2013.9.13-2018.12.31

汇投投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5,000 2014.6.23-2017.6.23

丁宏广、丁梅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5,000 2014.6.23-2017.6.23

汇投投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4.9.16-2015.9.15

金盛生物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4.9.16-2015.9.15

丁宏广、丁梅英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6,000 2014.9.16-2015.9.15

丁壁赟 大成银行 3,500万泰铢 2013.12.12�-2018.12.11

（4）受让商标

2011 年、2012 年，汇投投资及珠海金海实业分别与本公司签订《注册商标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与本公

司生产经营所涉及的相关商标无偿转让予本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部分商标的转让手续已办

理完毕，详细情况如下：

（5）受让专利及专利申请权

2011年、2012年，丁宏广先生与本公司签订《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与本

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无偿转让予本公司。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转让的专

利及专利申请权的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毕，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是否完成权属

变更手续

1 茶多酚空气过滤网用单丝及其制备工艺和用途 发明 ZL01105837.4 已完成

2 油烟空气过滤材料的制备工艺 发明 ZL02136507.5 已完成

3

抗光老化组合物、包含该组合物的单丝及其制备方

法和用途

发明 ZL200410025363.7 已完成

4 能够发射负离子的单丝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发明 ZL200510024260.3 已完成

5

酶杀菌母粒、酶杀菌聚合物单丝及其制备工艺和用

途

发明 ZL200510028163.1 已完成

6 阻沙网格及其用途 发明 ZL200510028164.6 已完成

7 导电母粒、导电聚合物单丝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发明 ZL200610023739.X 已完成

8

光触媒抗菌防霉负离子聚丙烯单丝及其制备方法

和用途

发明 ZL200610116634.9 已完成

9

一种板式热交换器的用途及外壳包含至少一个该

板式热交换器的容器

发明 ZL200810036589.5 已完成

10 空气全热交换器 实用新型 ZL200420036672.X 已完成

11 高密度编织空气过滤网 实用新型 ZL200520043798.4 已完成

12 热风定型器和热风定型体系 实用新型 ZL200620039613.7 已完成

13 离心式液态胶粘剂涂布机 实用新型 ZL200620039749.8 已完成

14 阻沙网板、尖桩 实用新型 ZL200520043799.9 已完成

15 板式热交换器及包含此热交换器的容器 实用新型 ZL200820057702.3 已完成

16 空调过滤网自动清扫系统 实用新型 ZL200920076598.7 已完成

17 空调过滤网自动清扫系统 实用新型 ZL200920076599.1 已完成

18 空调用金属过滤器 实用新型 ZL200920208310.7 已完成

19 空调过滤网自动清扫装置 实用新型 ZL200920208578.0 已完成

20 可再生利用的网状承物袋 实用新型 ZL200920218492.6 已完成

21 功能性汽车空调过滤器 实用新型 ZL201020102692.8 已完成

22 加湿器滤芯成型设备及其模切装置、退料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020102694.7 已完成

23 无动力室内新风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020180972.0 已完成

24 空调外接保护管 实用新型 ZL201020257398.4 已完成

25 空调室外机用遮阳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020507069.0 已完成

26 空气清新机（KJG200－TD03） 外观设计 ZL200530041826.4 已完成

27 空气清新机（KJG220－TD01） 外观设计 ZL200530042541.2 已完成

28 空气清新机（KJG180－TD01） 外观设计 ZL200530042545.0 已完成

29 空气清新机（KJG180－TD01B） 外观设计 ZL200630037797.9 已完成

30 空气清新机（KJG300－LD01） 外观设计 ZL200730073494.7 已完成

31 空气过滤网 发明 200610147742.2 已完成

32 一种带有弹性翼翅的过滤器及其用途 发明 200910051482.2 已完成

33 一种空气过滤网板的网面平整处理方法 发明 201010214568.5 已完成

34 竹炭空气过滤网用单丝及其制备工艺和用途 发明 201010254823.9 已完成

35 一种双层蜂巢结构过滤网 发明 201010269536.5 已完成

36 一种过滤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发明 201010517461.8 已完成

37

含有防螨虫剂的聚合物母粒、防螨虫空气过滤网的

单丝及其制备工艺和用途

发明 201010517463.7 已完成

（6）其他

2012年 3月，公司与汇投投资签署协议，约定公司将位于应店街镇伍堡畈村的 28,690.38 平方米的土地的

土地使用权以账面净值 396.46万元转让给汇投投资。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其他应收款

汇投投资 — — 268.32

金盛生物 — — 800.00

丁梅英 — — 15.00

杨克明 — 11.00 1.00

孟文军 — 4.10 —

彭效欣 0.50 0.50 —

其他应付款

丁宏广 5.83 1.36 1.36

珠海金海实业 — — 142.47

丁伯英 6.83 — 14.30

张士忠 0.20 — —

孟文军 0.19 — —

于跃文 1.01 — —

2012年公司对汇投投资和金盛生物的其他应收款， 为当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珠海金海三喜在公司对其实

现同一控制下合并前对汇投投资和金盛生物的其他应收款，由于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将上述公司资产负债

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对关联方的往来余额亦体现在合并报表中。 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应

收款为其领取的备用金。

4、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履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且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及其他制度的情形。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履行了其时必要的审议批准程

序，上述关联交易按照‘自愿、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协商，关联交易

内容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通过相关关联交易转移

或输送利益的情况。 ”

5、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对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与本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的业务进行了整合，收购了相关

公司的股权、资产等，彻底消除了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减少了关联交易，有

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保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同时，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中对关联交易做出了严格规定，包括关联交易的回避表决制度、决策权限、决策程序等内容，以确保关联

交易的公开、公允、合理，从而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公司聘任了 3名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 1/3，

并通过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增强独立董事在关联交易决策中的监督作用。

公司控股股东汇投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宏广先生、丁梅英女士、公司股东诸暨三三投资分别出具了《关

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承诺人现在和将来均不利用自身作为金海环境主要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地位谋求金海环境

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2）承诺人现在和将来均不利用自身作为金海环境主要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地位谋求承诺人或

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与金海环境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现在和将来均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金海环境进行交易，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金海环境利益的行为。

（4）现在和将来当金海环境审议涉及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时，承诺人均切实遵守法律法

规和金海环境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金海环境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确保金海环境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1）董事

公司本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公司董事名单及简历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1 丁宏广 董事长、总经理 2014.8-2017.7

2 丁伯英

董事 2014.8-2017.7

副总经理 2014.8-2017.7

3 张淑兰

董事 2014.8-2017.7

财务总监 2014.8-2017.7

4 于跃文

董事 2014.8-2017.7

董事会秘书 2014.8-2017.7

副总经理 2014.11-2017.7

5 陈小晖 董事 2014.8-2017.7

6 彭效欣 董事 2014.8-2017.7

7 金敏强 独立董事 2014.8-2017.7

8 王蔚松 独立董事 2014.8-2017.7

9 梁上上 独立董事 2014.8-2017.7

丁宏广先生：1958年出生，EMBA学历。 曾任诸暨云石丝织厂厂长、诸暨云石印染厂厂长、诸暨市工商经济

开发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日本金海董事长、金海进出口执行董事兼经理、汇投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

丁伯英女士：1976年出生，专科学历。 曾任金海三喜营销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日本金海董事长、

天津金海董事。

张淑兰女士：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金海三喜财务部、金海三喜监事。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苏州金海监事。

于跃文先生：197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远洲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公司监事。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汇投投资监事，金海进出口监事，上海三三投资监事等。

陈小晖先生：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金海三喜品质技术科科长、技术部部长。现任公司董事、技术部部

长。

彭效欣先生：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珠海传奇动画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深圳市宜安延保

售后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市场经理、金海三喜综合管理部负责人。 现任公司董事。

金敏强先生：1951年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现改名上海达实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裁、总会计师。

王蔚松先生：1959年出生，博士学历。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杨浦区会计学会副会长，上海财务学会常务理事，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永利带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梁上上先生：1971年出生，博士学历。 曾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院务委员。 现任公司独立董

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日照

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的董事均为中国国籍，均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监事

公司本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1人。 公司监事名单及简历如下：

序号 姓名 职 务 任职期间

1 杨克明 监事会主席 2014.8-2017.7

2 石建美 监事 2014.8-2017.7

3 孟文军 职工监事 2014.8-2017.7

杨克明先生：196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金盛生物总经理。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金海制冷执行董事兼

经理。

石建美女士：1980年出生，中专学历。 曾任浙江大宇缝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监事，人

事行政总监。

孟文军先生：1969年出生，专科学历。 曾任天津金海总经理、金海三喜市场部部长。 现任公司职工监事。

公司的监事均为中国国籍，均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3）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章程，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丁宏广先生：现任公司总经理，简历参阅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之“（一）董

事” 。

丁伯英女士：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参阅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之“（一）

董事” 。

张淑兰女士：现任公司财务总监，简历参阅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之“（一）

董事” 。

于跃文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参阅本节“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

员”之“（一）董事” 。

张士忠先生：1949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公司总工程师、技术总监、总经理、执行董事。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研发中心主任，天津金海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金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丁壁赟先生：1980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泰国金海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诸暨市鼎洁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监事。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为中国国籍，均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4）核心技术人员

张士忠先生：简历参阅本节“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之“（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基本情况”之“1、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之“（3）高级管理人员” 。 张士忠先生在技术研发、新

产品开发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并拥有丰富的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张士忠先生自 1996年进入

公司后一直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管理的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新产品项目 10 余

项，先后主持了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国家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持了“空气净化器

材省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工作。 起草或参与起草制订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7项，获得发明专利 1项、实

用新型专利 6项；先后获得浙江省科技二等奖 1项、浙江省科技三等奖 3项，曾获得上海市工业系统优秀科技工

作者称号。

洪贤良先生：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公司技术部部长。 现任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洪贤良先生在空气

过滤、阻沙固沙技术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洪贤良先生自 1997年进入公司后，先后主持或

参与完成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11项，负责并完成 7项浙江省新产品开发，参与起草制订了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 3项，获得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先后获得浙江省科技二等奖 1项、浙江省科技三等奖 2 项、绍

兴市科技奖 2项、诸暨市科技奖 3项，并被评为浙江省诸暨市第七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 。

唐海军先生：1976年出生，专科学历。 曾任广州华凌空调器有限公司工程师、广东新的科技集团公司开发部

部长、广东新的科技集团公司市场部部长、公司董事。唐海军先生在空气过滤的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

实践经验。 2005年加入公司后，先后主持了空气净化器和自动清扫装置的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参与了国家企

业技改项目 1项、浙江省新产品项目 5 项；已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外观专利 4 项；参与制订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各 1项；曾被评为浙江省“诸暨市优秀外来员工” 。

陈小晖先生：简历参阅本节“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之“（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基本情况”之“1、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之“（1）董事” 。陈小晖先生在空气过滤、高分子材料，

塑料成型，机械、电气、模具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1997 年加入公司后，先后协助并完成了

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5项；负责并完成公司的新材料、新产品模具的开发，工装夹具的设计和开发以及产品

工艺的优化，并参与制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项，获得浙江省科技三等奖 1 项；曾被评为浙江省“诸暨市优秀

外来员工” 。

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均为中国国籍，均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201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2014年在公司领取薪酬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薪酬（万元）

1 丁宏广 董事长、总经理 73.80

2 丁伯英 董事、副总经理 72.70

3 张淑兰 董事、财务总监 24.68

4 陈小晖 董事 23.57

5 彭效欣 董事 10.02

6 王蔚松 独立董事 6.00

7 梁上上 独立董事 6.00

8 杨克明 监事会主席 32.92

9 于跃文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0.16

10 金敏强 独立董事 2.50

11 孟文军 职工监事 17.90

12 张士忠 副总经理 12.24

13 丁壁赟 副总经理 31.36

14 洪贤良 研发中心副主任 27.21

15 唐海军 核心技术人员 18.51

16 石建美 监事 16.59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

丁宏广先生为丁伯英女士的姐夫，丁宏广先生为丁壁赟先生的舅舅。 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兼职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所兼职单位

与本公司关系

丁宏广 董事长、总经理

日本金海 董事长 控股子公司

金海进出口 执行董事、经理 控股子公司

汇投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丁宏广先生的全资

子公司

丁伯英 董事、副总经理

日本金海 董事长 控股子公司

天津金海 董事 控股子公司

张淑兰 董事、财务总监 苏州金海 监事 控股子公司

金敏强 独立董事 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总会计师 无

王蔚松 独立董事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无

上海市杨浦区会计学会 副会长 无

上海财务学会 常务理事 无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梁上上 独立董事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无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于跃文

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汇投投资 监事 控股股东

金海进出口 监事 控股子公司

诸暨金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汇投投资全资子公

司

诸暨市汇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汇投投资全资子公

司

上海三三投资 监事

汇投投资全资子公

司

深圳崇达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汇投投资参股企业

珠海金海实业 监事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公司

张士忠 副总经理

天津金海 董事长、总经理 控股子公司

上海金励 执行董事、总经理 控股子公司

杨克明 监事

金海制冷 执行董事、经理 控股子公司

甘肃金海 执行董事、经理 控股子公司

丁壁赟 副总经理 诸暨市鼎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监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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