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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公开发行前 公开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1 思驰投资 22,309.57 61.07 22,309.57 54.96

2 张镇潮 9,230.00 25.27 9,230.00 22.74

3 云鑫创投 1,822.85 4.99 1,822.85 4.49

4 磐茂投资 1,808.23 4.95 1,808.23 4.45

5 普华晖赢 675.81 1.85 675.81 1.67

6 李高齐 286.00 0.78 286.00 0.70

7 李华 228.80 0.63 228.80 0.56

8 杜丹 62.92 0.17 62.92 0.16

9 陈跃坚 62.92 0.17 62.92 0.16

10 周可仁 42.90 0.12 42.90 0.11

本次拟发行公众股 - - 4,059.00 10.00

合计 36,530.00 100.00 40,589.00 100.00

（二）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1、本公司控股股东思驰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机构所持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机构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2、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镇潮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①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 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③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3、本公司自然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可仁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①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 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③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4、本公司自然人股东李高齐、李华、杜丹、陈跃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5、本公司股东云鑫创投、磐茂投资、普华晖赢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6、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沈鹄、施建生、陶德行、徐玉华、钱

立阳、杨培丽、谢国雷承诺：

在思驰投资的股份锁定承诺期内（即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思驰投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③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前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去效力。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

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1、发起人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龙脉软件 2,384.00 47.68

2 杭州润智 1,746.00 34.92

3 章浩 160.00 3.20

4 李高齐 160.00 3.20

5 施建生 160.00 3.20

6 李华 160.00 3.20

7 谢国雷 130.00 2.60

8 单雄彪 40.00 0.80

9 吴董马 30.00 0.60

10 沈建梁 30.00 0.60

合 计 5,000.00 100.00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思驰投资 22,309.57 61.07%

2 张镇潮 9,230.00 25.27%

3 云鑫创投 1,822.85 4.99%

4 磐茂投资 1,808.23 4.95%

5 普华晖赢 675.81 1.85%

6 李高齐 286.00 0.78%

7 李华 228.80 0.63%

8 杜丹 62.92 0.17%

9 陈跃坚 62.92 0.17%

10 周可仁 42.90 0.12%

合 计 36,530.00 100.00%

3、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张镇潮 9,230.00 25.27%

2 李高齐 286.000 0.78%

3 李华 228.800 0.63%

4 杜丹 62.920 0.17%

5 陈跃坚 62.920 0.17%

6 周可仁 42.900 0.12%

合计 9,913.54 27.14%

4、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公司无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

5、外资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公司无外资股。

（四）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张镇潮持有思驰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丰殷投资60.60%股权，直接持有思驰投资58.54%

的出资，持有思驰投资有限合伙人丰馨投资0.14%出资并担任普通合伙人。 因此，张镇潮和

思驰投资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和产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财税信息化领域的技术研究、项目开发、产品销售和服

务，在财税信息化领域内耕耘二十年，是国内专业的财税信息化综合业务提供商。 公司客户

主要包括税务机关、纳税企业、财税中介。 公司为税务机关提供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为纳

税企业和财税中介提供企业财税综合服务。

在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方面，公司以“以科技引领税费治理现代化”为使命，以“税友”

为品牌，通过对业务变革的研究，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和成熟的应用经验，为税务机关提供

自然人税收管理、税务数据分析管理、智慧电子税务局系统的开发与运维等服务，以提高税

收征管效率，减少税源流失，实现智慧征管和决策。 截至目前，公司承建并持续优化国家税

务总局的管理决策分析平台系统（第2包）和个人税收管理系统两大金税三期核心项目，并

实现了系统在全国税务机关推广应用，是国家税务信息化领域的重要建设单位。

在企业财税综合服务方面，公司以“让中国中小企业健康成长不再困难” 为使命，以

“亿企赢” 为品牌，围绕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财税、人事等管理需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打造财税、人事业务的智能化效率工具和数据服务，帮助中小微企业提升财

税、人事业务处理的效率和合规性；以培训赋能和知识服务提升财税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助力新时代财税人员从业务处理型职员升级转型为管理型人才； 帮助中小微企业规范管

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从业者业务技能和管理水平，实现中小微企业的健康成长。 截

至目前，公司设立了两大远程服务中心、20多家省级分支机构、200余个服务网点，配备了超

过1,700名服务人员，为超过500万用户提供企业财税综合服务，其中包括120万付费用户，

形成了一个完整、高效的综合服务体系。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统一采购生产经营所涉及的软硬件产品。 各需求部门（主要是研发中心和各事业

部）明确产品需求后提出采购申请，经公司审批后交总务部进行统一采购。公司建立了合格

供应商名录，并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性能价格比、售后服务能力和现有合作状况

等，定期进行供应商评价工作。 设备的验收由采购需求部门和总务部共同完成。

2、开发/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具体业务类别，产品开发模式如下：

（1）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服务

税友集团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服务开发遵循CMMI、IPD及SCRUM管理模式以结果为

导向，以风险和目标驱动，一般采用递增模式进行开发，分启动、实施、运维等三大阶段，保

证每一个阶段的目标达到或者风险规避，就能保证开发的进度和质量。 智慧电子税务局、税

务数据分析管理、自然人税收管理等产品成熟度较高，对于新增个性化需求，基于自建开发

平台的基础能快速完成开发。 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税友集团会对产品进行三轮的测试，包

括：开发组内部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用户业务人员测试，系统上线前必须通过用户测

试。

（2）企业财税综合服务

税友集团企业财税综合服务的研发遵循CMMI、IPD及SCRUM管理模式， 先通过市场

调研和分析发现财税工作的市场需求点，然后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税友集团基于

主流互联网技术/开源软件构建了一套自有的开发平台，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开发。 在产品

研发模式上，税友集团采用了基于敏捷的快速迭代模式，快速将产品核心价值推向市场和

用户，并且不断的迭代优化，直到产品在业务上达到预定的目标。 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税

友集团会对产品进行多轮测试验证，包括：两轮功能测试、集成回归测试、预生产环境的功

能验证和最终的线上验证。产品上线后可以通过白名单试点、A/B测试对比新老功能等方式

获取用户反馈等大多数主要问题优化修复后再进行大范围推广。

3、运营模式

公司财税信息化产品主要为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服务、企业财税综合服务。 针对不同

的产品，公司建立了相对应的运营模式。

（1）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服务的运营模式

①公司长期致力于业务与技术的创新研究， 为开展G端与B�端业务提供有效的技术支

撑

公司长期致力于创新研究，包括业务创新研究与技术研究。 在业务创新方面，研究对象

广泛覆盖“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 、“税种业务+征管业务” 、“对象管理+应用场景” 等

各个层次，使得公司对税务及其运行规则、真实需求有十分深厚、超前的理解。

在技术研究方面，公司的研究包括底层的“云计算、边缘计算” 研究、“税务PASS” 层

研究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层面的研究。 通过技术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储备，使得公司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税务领域的应用层面保持了行业领先水平。

②通过对税务业务与技术的研究，公司开发出了能够有效支撑G端与B端均适用的底层

架构（包括账户系统、任务流、数据仓库等）、一系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行业中间件及满足

具体场景需求能够直接对外销售的应用产品。

底层大数据平台与丰富的行业中间件储备，对于G端业务（即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服

务）能够大幅简化公司开发新项目的流程，有效降低开发难度，缩短自获得税务需求信息到

提出解决方案或产品模型的时间，使得公司在参与招投标过程中更具优势，提高中标的可

能性。

③搜集行业需求，研判是否参与投标，并组织后续工作

对于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服务，为了能尽量贴近用户需求，由公司分支委统一协调，每

一个省市由关键客户经理负责当地客户招投标信息、财税政策的收集及分析，并及时将信

息与分析结果反馈给公司。公司经研判决定参与招投标后，由G端业务事业部及关键客户经

理组织进行投标。中标后，由各G端事业部及运维事业部负责项目的设计、开发、实施和技术

服务及后续运维工作。

通过上述措施，公司紧跟国地税一体化改革、自然人税收管理改革、社保征缴改革等国

家税务信息化建设，通过调研，不断优化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税务数据分析管理、智慧电

子税务局等解决方案和产品设计，保持解决方案与产品的领先，使得公司不断中标税务信

息化开发与运维项目，实现“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服务”收入的增长。

（2）企业财税综合服务的运营模式

对于企业财税综合服务，公司采取“会员制” 、通常按年度收取会员服务费的方式运

营。 鉴于不同类型的客户需求的服务内容存在差异，公司开发的亿企助手（或亿企代账）平

台集成了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模块， 公司可根据客户需求类型对各模块服务进行组合搭

配，并制定不同的价格区间。 客户购买公司提供的服务后，成为公司的会员。

为了更好的向客户提供财税综合服务，公司已在全国建立了覆盖广泛的营销服务网络

与完善规范的服务体系， 设立了两大远程服务中心、20多家省级分支机构、200余个服务网

点，配备了超过500名营销人员和1,600名服务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高效、寓营销于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营销服务体系。

公司的营销服务体系如下：

①营销方式：A、品牌宣传及产品服务推介。公司围绕“亿企赢” 品牌，以远程服务中心、

分支机构以及各服务网点为载体，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并借助机器学习结果从而对

不同的用户进行精准产品推介，具体的推介方式与渠道包括：线上社群、微信公众号、企业

微信、产品线上直播、试用以及线下活动推广、电话跟进等方式； B、会员转换及升级。 通过

持续精准运营，当目标客户出现购买意愿时，一般会通过在线方式生成订单购买，成为“亿

企赢” 平台服务会员。 在成为会员以后，平台根据用户特征、用户行为分析结果，通过大数

据、人工智能持续、精准地为其提供所需产品及服务，从而推动客户的会员服务升级；C、会

员持续运营。 成为会员的客户，公司以在线内容、SaaS工具、培训及咨询等产品，通过专属的

客户经理，持续为其提供贴身服务，解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粘性；

②营销服务保障：A、分层管理。 针对不同的中小微企业客户，公司从客户所处行业、所

在区域以及财税人员的综合素质等特点进行了分层管理，同时，在自主财税和代账财税两

项业务上，分别建立了不同的营销和服务团队，并根据客户的需求和特点，有针对性的提供

服务。B、专属服务。每一个客户在亿企赢平台都有专属的客户经理为其提供服务，从而能更

精准更深入地理解、服务、引领客户，客户可以方便地获取服务、及时了解公司的产品动向、

业界动态等，从而避免出现因客户数量大而降低服务质量的情形；C、三级服务体系。 为保障

专属服务，公司建立了三级运营服务体系，一线专属客户经理、二线区域个性化运营及服务

支持、三线事业部标准化产品、内容、培训及咨询和分级分类运营支持，为客户提供最及时、

最便捷的服务。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已在亿企助手、亿企代账等平台汇聚了超过500万用户的企业，其

中120万为公司的付费客户。 公司通过向该等客户提供智能化的“票、财、税” 管理服务与

“培训赋能、咨询服务和知识服务” 等，帮助中小微企业正确记账、规范纳税，提升财税事务

处理效率与财税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实现与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共同成长。

（三）主要产品的原材料

公司从事财税信息化行业， 主要业务为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和企业财税综合服务，主

要成本为人工，外购的原材料占比较低。 公司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云系统平台及服务、

数字证书服务、系统测试、上线辅助服务、扫描仪及存储设备等硬件设备、积分兑换商品等。

公司自成立以来与各主要供应商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情况

随着国家对财税信息化进程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税务机关及纳税企业注重自身信

息化建设，对财税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行业信息化技术更加成熟。 在

这个大环境下，财税信息化行业内大量企业将加大财税信息化业务投入，以扩大市场占有

率。

（1）税务机关信息系统建设领域的竞争状况

在税务机关服务方面，随着我国税务信息化建设思路日趋成熟，各主要业务模块信息

系统搭建已基本完成。 未来几年，根据财税改革，拓展及提升完善已有信息系统功能、优化

用户界面、集成整合各个独立的信息系统以推动数据共享共用将成为我国税务信息化的主

要发展方向。 建设内容的转变使得税务信息化企业必须更加注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以

及用户体验的提升，并对其系统的集成整合能力、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水平提

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先行者已凭借对我国税务系统的深刻理解和丰

富经验取得了较为稳固的竞争地位，系统集成整合能力较强或者善于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数据分析模型、指标体系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税务信息化企业，拥有

较强的竞争优势；对于新进入者或者规模较小、技术实力较弱、以开发单个独立信息系统为

主的企业，则难以获得较好的机会。

（2）企业财税服务领域的竞争状况

在企业财税服务方面，财税服务市场是一个对专业水平要求较高的市场，涉及财税服

务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等许多专业细分领域。 目前，行业的竞争主要从单业务领域、单服务形

态升级成集多个业务融合的综合服务。

随着国家财税政策改革的深化、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财税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和“互联

网+” 的发展，利用“互联网+” 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企业财税综合服务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

势，企业财税服务行业进入快速成长期。广大企业亟需的优质财税服务类型包括基于“互联

网+财税”的 “票财税” 一体化服务，集人员、工资、个税、社保服务应用为一体的智慧人事

财税服务平台，帮助纳税人规范纳税、降低税务风险、做好信用守护及提示享受税收优惠等

财税综合服务。

因此，除了较强的系统开发能力与较高的财税专业水平以外，还要求财税服务企业投

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需设备并掌握相关技术以及具备覆盖广泛的服务

销售网络与完善规范的服务体系。 由于初始投入大，存在业务和技术壁垒，只有规模较大且

拥有较强的行业积累、 完善的服务体系以及领先的业务技术实力的企业才有可能参与，未

来的行业格局或将出现只有几家有实力的公司占据竞争优势的情况，规模较小、实力较弱

的公司，其市场份额将逐步减小。 另外，目前能够打通财务、税务、资金、企业内部管理等环

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全产业生态链的公司不多，这将成为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2、行业竞争地位

（1）发行人产品或服务在目标市场的地位

目前，国内从事财税信息化业务的主要企业为发行人、航天信息、金财互联、顺利办、旋

极信息及中国软件等，市场格局较为集中。 以下主要通过收入规模、细分领域市场地位等方

面说明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排名情况，具体如下：

①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收入规模

A、财税信息化整体收入规模对比

2017年至2019年，公司收入规模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航天信息（600271） 540,619.34 555,585.40 477,264.80

金财互联（002530） 66,798.06 69,263.55 50,566.26

旋极信息（300324） 54,542.93 83,645.44 102,807.71

顺利办（000606） 47,918.65 40,038.68 20,672.43

中国软件（600536） 178,846.84 142,140.92 135,387.34

本公司 139,796.77 130,058.02 87,780.62

注：上表中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收入均为财税信息化营业收入，摘自各公司年度报告。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日，同行业可比公司尚未披露2020年半年度报告。

根据上表，2017年至2019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87,780.62万元和130,058.02万元、

139,796.77万元，复合增长率为26.20%，在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处于较高水平。

航天信息和中国软件营业收入相对较高，主要系：航天信息除了经营与发行人近似的

财税信息化业务外，还从事防伪税控硬件设备的销售；中国软件除了财税信息化业务外，还

包括党建云建设业务。 而与金财互联、顺利办、旋极信息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处于较高水平。

因此，从公司营业收入规模来看，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B、与公司近似业务收入规模对比

根据各可比上市公司2019年度报告，可比上市公司与公司有关的G端、B端收入金额与

发行人对比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公司简称

与税务软件开发与运维业务近似 与企业财税综合服务业务近似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1 航天信息[注1] — — — 7.00

2 金财互联 4.48 3.46 2.22 3.48

3 顺利办 — — 4.79 4.00

4 旋极信息[注2] — — 5.45 8.44

5 中国软件 17.88 14.21 — —

6 本公司 4.85 3.52 9.10 9.30

注1：航天信息企业财税综合服务近似业务为财税会员服务，2019年年度报告未披露该

业务收入。

注2： 旋极信息企业财税综合服务近似业务为税务信息化产品及服务， 主要为税控服

务。

根据上表，在税务软件开发与运维业务相近领域，2019年度，中国软件位居于同行业可

比公司中第一名，服务化业务营业收入17.88亿元，包括税务行业、党建云等，税友集团位居

第二，税务软件开发与运维业务营业收入为4.85亿元，较2018年度增长37.78%；在企业财税

综合服务业务相近领域，公司营业收入为9.10亿元，相比其他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B端收入

的金额较高，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②公司所涉及细分领域的市场地位

主要领域 市场地位

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

公司税务软件开发与运维服务主要产品为自然人税收管理、 税务数据分析管

理、智慧电子税务局等，主要竞争对手为中国软件、金财互联等。

截至目前，公司以业务和技术研究为基础，承建并持续优化国家税务总局

的管理决策分析平台系统（第2包）和个人税收管理系统两大金税三期核心项

目；中标国家社保费管理子系统项目-社保费征管的核心信息化系统；中标国家

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应用系统建设及服务项目———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 （个

人所得税部分）等国家税务总局重大项目。 应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相关项目

在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的逐步推广，公司利用

自身优势，中标各省市税务局的个人税收管理、决策支持、社保费管理系统等开

发与运维项目，使得公司税局客户已经覆盖到了全国36个省市，是国家税务信

息化领域的重要建设单位，奠定了公司在税务数据分析及自然人税收管理领域

领先的市场地位。

公司承建的智慧电子税务局业务在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税务局中覆盖河北、广东、深圳、新疆、上海、宁波、甘肃、重庆、四川等9

个省市，并率先在上海、宁波、四川等地区进行了云化电子税务局的建设，使用

该系统的纳税企业超过800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企业财税综合服务

发行人企业财税综合服务主要业务为自主财税服务和代理财税服务。主要竞争

对手为航天信息、金财互联、顺利办、旋极信息等。

截至目前，公司以产品研发创新为基础，注重客户服务与销售，在全国各省

市建立了20多家省级分支机构、200余个服务网点，并配备了约1,700名服务人

员和570名销售人员，服务及销售人员规模远远大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具备

了较强的服务与销售能力。公司为超过500万用户提供企业财税综合服务，其中

包括120万付费用户，形成了一个完整、高效的综合服务体系，2019年营业收入

为9.10亿元，2020年营业收入为8.25亿元，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注：报告期内，公司在涉税领域已积累用户超过500万企业用户，其中2018年付费用户

数量累计超过160万，受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及公司调整经营策略的影响，付费用户数量有所

下降，但2019年依然超过135万，企业财税综合服务营业收入9.10亿，2020年企业财税综合

服务营业收入为8.25亿元。。 在我国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财务信息化行业的快速发展趋势

下，公司利用自身产品性能、服务质量、研发能力的竞争优势，将能保持较好的持续盈利能

力。

历经多年的发展，税友集团以持续研发创新能力为驱动，凭借业内领先的技术水平、财

税行业深厚的知识积累、丰富的项目经验和客户资源及完善的服务体系等优势，塑造了自

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财税综合服务，在财税信息化领域取得了领先的

市场地位，是国内最具规模的财税信息化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

2、发行人行业地位

目前，国内从事财税信息化业务的主要企业为本公司、航天信息、金财互联、顺利办、旋

极信息及中国软件等，市场格局较为集中。 公司顺应国家财税政策改革，助力国家财税信息

化建设和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规范运营， 是国内最具规模的财税信息化综合服务提供商之

一。

历经多年的发展，公司以持续研发创新能力为驱动，凭借业内领先的技术水平、财税行

业深厚的知识积累、丰富的项目经验和客户资源及完善的服务体系等优势，塑造了自身的

核心竞争能力，在财税信息化领域取得了领先的市场地位。

（1）在税务系统开发与运维方面，公司以“以科技引领税费治理现代化” 为使命，以

“税友”为品牌，顺应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导向和财税信息化发展趋势，通过对业务变

革的研究，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和成熟的应用经验，为税务机关提供自然人税收管理、税务

数据分析管理、智慧电子税务局系统的开发与运维等服务，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减少税源

流失，实现智慧征管和决策。

截至目前，公司承建并持续优化国家税务总局的管理决策分析平台系统（第2包）和个

人税收管理系统两大金税三期核心项目； 中标国家社保费管理子系统项目-社保费征管的

核心信息化系统；中标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应用系统建设及服务项目———自然人税收

管理系统（个人所得税部分），建成首个全国大集中的云化税务系统，并实现了系统在全国

税务机关推广应用， 系统可支撑全国7.8亿自然人纳税人和3,000万扣缴单位的个人所得税

征收和管理服务，有效支撑和保障国家税制改革的政策落地，是国家税务信息化领域的重

要建设单位，奠定了公司在税务数据分析及自然人税收管理领域领先的市场地位。 公司承

建的智慧电子税务局业务已经覆盖河北、广东、深圳、新疆、上海、宁波、甘肃、四川、重庆等9

个省市，并率先在上海、宁波、四川等地区进行了云化电子税务局的建设，使用该系统的纳

税企业超过800万。

（2）在企业财税综合服务方面，公司以“让中国中小企业健康成长不再困难” 为使命，

以“亿企赢” 为品牌，围绕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财税、人事等管理需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以智能化的票、财、税工具帮助中小微企业正确记账、规范纳税，提升财税

事务处理效率；以培训赋能、咨询服务和知识服务提升财税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助力新时

代财税人员升级转型为经营管理人才；达成中小微企业规范化运营、降低成本、人才升级的

目标，实现中小微企业的健康成长。 截至目前，公司设立了两大远程服务中心、20多家省级

分支机构、200余个服务网点，配备了超过1,700名服务人员，为超过500万用户提供企业财

税综合服务，其中包括120万付费用户，形成了一个完整、高效的综合服务体系。

公司注重技术研发，拥有超过3,000名技术人员，参与了16项行业技术标准制定，是浙

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理事单位、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信用等级AAA企

业等，2017年凭借“税务大数据计算与服务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公司通过了CMMI� ML4、ITSS二级，并全面建立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ISO20000� IT服务管理体系、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综上所述，发行人竞争优势明显，在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竞争地位。 报告期内，发行人利

用早年中标的先发优势，并凭借业务经验、技术、人才优势和资金实力等，连续中标国税总

局金税三期、省市电子税务局等项目，同时，利用多年深耕的区域市场培养的大量忠实中小

微企业会员客户优势，在国内税收政策不断完善的同时，加强了软件产品的功能以及服务

水平，推动了报告期内公司税务系统开发和运维、企业财税综合服务的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五、与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固定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占比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58,813.92 87.71% 50,809.99 86.39%

电子设备 5,928.55 8.84% 1,637.47 27.62%

运输工具 1,044.92 1.56% 371.12 35.52%

其他 1,267.85 1.89% 338.03 26.66%

合计 67,055.24 100.00% 53,156.60 79.27%

注：成新率=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1、房屋及不动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房屋及不动产共95处，具

体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产权证号 坐落 面积（㎡） 用途

1 发行人 杭房权证高新更字第09100078号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南环

路3738号

20,210.00 非住宅

2 发行人

乌房权证天山区字第2010413377

号

天山区青年路17号阳光花苑

1栋22层A座2202

173.06 住宅

3 发行人

乌房权证天山区字第2010411985

号

天山区青年路17号阳光花苑

1栋22层A座2204

124.90 住宅

4 发行人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高 新 区 字 第

1075106006-23-1-10903~2号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8号1

幢1单元10903室

51.58 办公

5 发行人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高 新 区 字 第

1075106006-23-1-10904~2号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8号1

幢1单元10904室

47.21 办公

6 发行人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高 新 区 字 第

1075106006-23-1-10905~2号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8号1

幢1单元10905室

172.47 办公

7 发行人

西 安 市 房 权 证 高 新 区 字 第

1075106006-23-1-10906~2号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8号1

幢1单元10906室

150.45 办公

8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09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1

241.77 办公

9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20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2

144.02 办公

10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21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3

144.02 办公

11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22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4

144.02 办公

12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25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5

185.59 办公

13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29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6

165.65 办公

14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31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7

249.65 办公

15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35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8

144.02 办公

16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36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09

144.02 办公

17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137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10

144.02 办公

18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547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11

199.75 办公

19 发行人

粤 （2019）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59543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东路10号

1812

193.32 办公

20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490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13层01商务办公

149.88

商 务 办

公

21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482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13层02商务办公

137.20

商 务 办

公

22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606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13层03商务办公

136.12

商 务 办

公

23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002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13层04商务办公

136.12

商 务 办

公

24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063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13层05商务办公

137.20

商 务 办

公

25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599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13层06商务办公

145.91

商 务 办

公

26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065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13层14商务办公

171.84

商 务 办

公

27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060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地下1层283车位

25.12 车位

28 亿企赢

闽 （2018） 福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485号

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26号

（原上浦路南侧）富力中心A

座地下1层284车位

25.12 车位

29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6121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

76.47 办公

30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5846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2

66.52 办公

31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5900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3

113.88 办公

32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5962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4

61.10 办公

33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5987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5

61.11 办公

34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6022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6

61.10 办公

35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7207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7

61.11 办公

36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6528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8

61.11 办公

37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7222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9

61.11 办公

38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7235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0

110.97 办公

39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6577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1

61.19 办公

40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103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2

57.23 办公

41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281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3

50.05 办公

42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448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4

56.90 办公

43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517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5

61.97 办公

44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589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6

80.17 办公

45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639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7

61.12 办公

46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672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8

61.12 办公

47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715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19

61.12 办公

48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763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20

61.12 办公

49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784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21

113.94 办公

50 亿企赢

渝 （2019） 江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044829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八支

路35号1幢24-22

78.01 办公

51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50

号

祥科路268号701室 367.05 办公

52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9

号

祥科路268号702室 353.98 办公

53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7

号

祥科路268号703室 467.08 办公

54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6

号

祥科路268号704室 261.97 办公

55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5

号

祥科路268号705室 608.03 办公

56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4

号

祥科路268号706室 399.33 办公

57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3

号

祥科路268号707室 421.26 办公

58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2

号

祥科路268号708室 354.23 办公

59 亿企赢

沪（2019）浦字不动产权第042641

号

祥科路268号709室 356.92 办公

60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65479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4单元14层1401号

181.69 办公

61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65477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4单元14层1402号

262.92 办公

62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65475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4单元14层1403号

206.00 办公

63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65472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4单元14层1404号

201.91 办公

64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65465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4单元14层1405号

260.02 办公

65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65458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4单元14层1406号

214.66 办公

66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77646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2层308号

45.53

机 动 车

位

67 亿企赢

川 （2019） 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277662号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

1栋-2层309号

63.74

机 动 车

位

68

江苏税

友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11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 23,196.56 科研

69

江苏税

友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50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 12,502.02 科研

70

江苏税

友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56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 12,502.02 科研

71

江苏税

友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58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 7,522.62 科研

72

永达电

子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90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1幢 30,558.94 其它

73

永达电

子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92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2幢 5,573.59 其它

74

永达电

子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93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3幢 5,246.22 其它

75

永达电

子

苏 （2019） 扬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4491号

扬州市扬天路18号地下车库 1,088.51 车库

76 发行人 沪房地青字（2010）第015632号

青浦区青浦镇盈港路453号

1823室

55.97 办公

77 发行人 沪房地青字（2010）第015633号

青浦区青浦镇盈港路453号

1820室

55.60 办公

78 发行人 沪房地青字（2010）第015634号

青浦区青浦镇盈港路453号

1822室

55.46 办公

79 发行人 沪房地青字（2010）第015635号

青浦区青浦镇盈港路453号

1821室

55.46 办公

80 发行人 沪房地青字（2010）第015637号

青浦区青浦镇盈港路453号

1818室

55.46 办公

81 发行人 沪房地青字（2010）第015638号

青浦区青浦镇盈港路453号

1825室

54.79 办公

82 发行人 沪房地青字（2010）第015639号

青浦区青浦镇盈港路453号

1819室

55.16 办公

83 发行人 深房地字第3000684450号 万基商务大厦7A 177.71 办公

84 发行人 深房地字第3000684451号 万基商务大厦7B 78.52 办公

85 发行人 深房地字第3000591430号 万基商务大厦7C 299.66 办公

86 发行人 深房地字第3000745223号 万基商务大厦7D 78.52 办公

87 发行人 深房地字第3000745224号 万基商务大厦7E 78.52 办公

88 发行人 深房地字第3000745225号 万基商务大厦7F 164.55 办公

89 发行人

粤 （2020）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03504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一街7号地

下室地下一层215号

13.25 车位

90 发行人

粤 （2020）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7003499号

番禺区钟村街汉兴一街7号地

下室地下一层216号

13.25 车位

91 亿企赢

桂 （2020） 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228909号

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8号龙光

世纪1号楼十三层1306号办

公室

285.09 办公

92 亿企赢

桂 （2020） 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228919号

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8号龙光

世纪1号楼十三层1307号办

公室

328.08 办公

93 亿企赢

桂 （2020） 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228926号

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8号龙光

世纪1号楼十三层1308号办

公室

140.11 办公

94 亿企赢

桂 （2020） 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228932号

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8号龙光

世纪1号楼十三层1309号办

公室

140.11 办公

95 亿企赢

桂 （2020） 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228912号

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8号龙光

世纪1号楼十三层1310号办

公室

317.23 办公

2、尚未办理房产证房产：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尚未取得产权证的房产共2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买方 卖方 房屋坐落 面积（㎡） 规划用途

1 发行人

新疆名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虹西

路980号16号楼12层

832.48 办公

2 亿企赢

河北滨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8号富力广场02

单元21-22层

3,453.34 办公

3、租赁房屋的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发行人自有物业建筑面积合计超过13万平方米，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租赁物业主要用作全国各地经营网点的办公场所或员工宿舍。 发行人不属于生产型企

业，因此，租赁办公场所发生变更不会对发行人业务的持续稳定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且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处地区办公楼资源充足，具备可替代性。

根据发行人租赁合同、租赁物业的房屋产权证书、授权文件、租赁备案文件等资料，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租赁的面积为在20平方米以上（不含20平

方米）的主要物业共166处，租赁面积合计约3.15万平方米，其中130处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提

供了相应的房屋权属证书，面积合计约2.23万平方米；另有36处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未能提供

房屋权属证书，面积合计约0.92万平方米。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租赁物业存在瑕疵的情况

根据出租方已提供的租赁物业房屋权属证书及承诺函，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上述170处

租赁物业中，存在瑕疵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序号 存在的瑕疵 存在瑕疵的原因

1

承租划拨土地的租赁物业9处，租赁面

积合计约4,046.56平方米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划拨土地上建筑物的出租需

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该

等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未提供该等批准文件， 可能导致发

行人无法继续承租相应租赁物业

2

承租集体土地的租赁物业2处，租赁面

积合计约344.75平方米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租

应当经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

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该等租赁物业

的出租方未提供该等同意文件， 可能导致发行人无法继

续承租相应租赁物业

3

出租方未能提供房屋权属证书的租赁

物业36处，租赁面积合计约9,216.12平

方米

可能存在物业产权瑕疵或出租方无权出租相关物业，导

致发行人无法继续承租相应租赁物业

上述第2项涉及集体土地的租赁物业，根据该等物业出租方提供的权属证书及承诺，相

关出租方取得、使用该等租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合法。

上述第3项出租方未能提供房屋权属证书的租赁物业，根据发行人的确认与承诺，相关

物业出租方未提供物业权属证明的情形没有影响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实际使用该等物业。

就上述租赁物业存在瑕疵可能导致发行人或其子公司无法继续承租相应租赁物业的

风险，其中30处的物业出租方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因租赁房屋存在权利瑕疵导致租赁合同

无效、租赁房屋被拆除或发生任何其他影响租赁房屋的正常使用的情形，并因此给承租方

的正常经营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出租方愿意予以赔偿。

就上述租赁物业存在瑕疵的情况， 承租方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被处罚主

体，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承租上述物业不构成重大违法。

2、关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租赁登记备案情况的说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承租的163处物业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

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09]11号）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

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上述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所承租物业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房屋租赁当事人违反该法规未办理房屋

租赁登记备案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个人逾

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

罚款。 因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房屋租赁未按照规定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存在被

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自上述未进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租赁合同签署至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曾收

到相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通知， 亦未因该不规范行为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处罚，若

未来相关主管部门责令公司限期改正的，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将积极协调并尽力促成出租方

与其共同依法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土地权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用途

取得方

式

终止

日期

1 发行人

杭滨国用（2013）

第200056号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

街道南环路3738号

6,854.00 工业用地 出让

2056年8月

26日

2 发行人

乌国用 （2011）第

0029404号

天山区青年路17号 19.10 住宅用地 出让

2041年1月

30日

3 发行人

浙（2020）杭州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302956号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

街道西浦路与规划

坚塔路交叉口西北

角

23,326.00 工业用地 出让

2070年8月

30日

4

永荣

电

子

扬邗国用（2015A）

第0007号

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与甘泉大道交叉口

西南处

36,441.00

商务金融用

地/文体娱乐

用地

出让

2051年7月

31日

（上接A20版)�

（下转A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