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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所持有、控制的浙江大盛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浙

江大盛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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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挂牌公司、公众公司、

大盛新材、被收购人 指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华邦古楼 指 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28,899,750.00元
现金受让俞全军、李秋英持有的大盛新材

49,555,000股股份，占大盛新材总股本的 45.2268%

乐邦投资 指 浙江乐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choeller 指 Schoeller Beteiligungen GmbH

安徽华邦 指 安徽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万邦集团 指 浙江万邦浆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亿邦 指 浙江亿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邦 指 浙江华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万邦特材 指 万邦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收购人和俞全军、李秋英签订的《浙江大盛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收购报告书、报告书 指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财达证券 指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方律师 指 浙江儒毅律师事务所

被收购方律师 指 浙江坚定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2013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订并施行，2017 年 7 月 1 日第二次修订

并施行）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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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5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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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古楼”）。

根据华邦古楼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28FH970T）并

经查询全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华邦古楼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0MA28FH970T

法定代表人 楼钱

注册资本 40,000.00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金星大道 38号 2幢

邮政编码 3244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2017年 02月 14日

经营范围

新材料研发、特种材料研发；机制纸及纸制品制造与销售；造纸原

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

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

营）；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分类，公司的业务所属行业分类为造纸和纸制品业（行业代

码：C2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

司的业务所属行业分类为机制纸及纸板制造（C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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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收购报告书出具日，华邦古楼的股权结构如下：

75%

31.5% 46.25%7.5%1%13.75%

25%85.6%14.4%

50%50%

100%

100%

50% 50%

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乐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choeller Beteiligungen
GmbH

浙江创恒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徐必历 徐顺虎

留晓晓
浙江万邦浆纸

集团有限公司

俞晴晔 徐泽洋

Felix Schoeller GmbH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

备注：徐必历系徐顺虎儿子，徐泽洋系徐顺虎女儿，俞晴晔系徐顺虎外甥，留

晓晓系徐顺虎配偶胡筱燕（已故）侄女。

①乐邦投资

根据龙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年 11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

《浙江乐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并经查询全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乐邦投资的基本情

况如下：

名称 浙江乐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金星大道 38号 2幢三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25MA28FBD37Y

法定代表人 徐顺虎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徐顺虎持股 31.5%，徐必历持股 1%，留晓晓持股 7.5%，浙江万邦

浆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集团”）持股 46.25%，浙江创恒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3.75%。

成立日期 2016年 12月 19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12月 19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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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Schoeller

根据 Schoeller提供的资料及公司说明，Schoeller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Schoeller Beteiligungen GmbH

经营地址 Burg Gretesch,49086 Osnabrück

企业负责人 Corneliβen Peter ；Dr.oec.publ.klofat,Bernhard

注册资本 26,000,000马克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宗旨
收购和持有造纸业制品公司股权和从事相关商业活动。公司在合理

范围内尽一切所能促进公司宗旨的实现。

股权结构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持股 100%。

成立日期 1983年 9月 21日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书面说明，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 & Co. KG 系一家根据德国

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该企业为依据德国法律设立并规范运作、接受有权机构监管的

信托企业，由一个法人和数十名自然人持有权益。鉴于该企业权益分散，各权益持有人的

份额均低于 10%，均不能对 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 & Co. KG 构成控制。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 & Co. KG为 Schoeller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收购报告书出具日，乐邦投资持有收购人 50%股权，

Schoeller 持有收购人 50%股权。根据乐邦投资及 Schoeller 出具的书面说明，乐邦投资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通过直接及/或间接持股的方式持有 Schoeller股权，亦未通过其他协议安排的

方式在 Schoeller 享有任何权益，Schoeller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通过直接及/或间接持股的方式

持有乐邦投资股权，亦未通过其他协议安排的方式在乐邦投资享有任何权益。

根据收购人《公司章程》，收购人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共有 6 名董事组

成，其中乐邦投资委派楼钱、徐顺虎、留晓晓 3 名董事，Schoeller 委派 CORNELIβEN

RUDOLF PETER 、 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 、 GALLENKAMP HANS-

CHRISTOPH 3名董事。收购人两名股东各委派 3名董事，任一股东均无法控制董事会。

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人及其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内受到处罚或涉及诉讼、仲裁的

情况

（一）华邦古楼最近 2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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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收购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华邦古楼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楼钱 董事长

2 徐顺虎 董事

3 留晓晓 董事

4 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 副董事长

5 CORNELIβEN RUDOLF PETER 董事

6 GALLENKAMP HANS-CHRISTOPH 董事

7 缪宝霞 监事会主席

8 杨刚 职工代表监事

9 李宇超 监事

10 胡丁根 总经理

11 唐国伟 副总经理

12 李鹏 财务总监

收购人华邦古楼出具声明以及《企业信用报告》：截至本情况说明出具之日最近两

年，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纠纷情况，且不存在受到刑事

处罚或行政机关处罚之情形；

收购人华邦古楼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声明以及《个人信用报告》：本人

截至本情况说明出具之日最近两年，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纠

纷情况，且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机关处罚之情形。

三、收购人所控制或投资的企业及其业务情况、关联企业及主要业务的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核心业务 与收购人关联关系

1 安徽华邦古楼新材料

有限公司

安 徽 省

黄山市

生产销售晒图原纸、热转印

原纸、透析原纸和高光相纸
华邦古楼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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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徽高森造纸（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 徽 省

安庆市

机制纸、卫生巾销售（目前

已无实际经营）

徐顺虎及徐泽洋通过浙江万邦浆

纸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公 司

88.57%股 权 ， 胡 筱 燕 持 有 公 司

11.43%股 权 （ 股 权 尚 待 办 理 继

承）

3 浙江华邦特种纸业有

限公司
浙江省

生产、销售彩喷原纸、胶水

原纸、纯纸壁纸原纸、食品

包装纸、医用包装纸、壁纸

原纸

徐顺虎持有 50.66%股权，徐泽洋持有

16.89%股权，二人共同通过万邦集团

持有 24.52%股权，留晓晓持有 7.94%

股权。

4 浙江亿邦特种纸业有

限公司
浙江省

机制纸、纸制品的制造、销

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

易制毒化学品）、造纸原料

的销售；货物进出口。（公

司目前已无实际经营）

徐 顺 虎 持 有 公 司 14.25%股 权 ，

徐泽洋持有公司 4.75%股权，二

人共同通过浙江万邦浆纸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 30%股权，浙江

华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

司 51%股权

5 万邦特种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安 徽 省

安庆市

生产、销售食品包装纸、水

松原纸、高透成型纸、电池

隔膜纸

徐顺虎持有 2.625%股权、徐泽洋持有

0.875%股份，二人共同通过万邦集团

持有 79.998%股份、通过宁波思越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顺

虎持有 0.62%出资额、徐泽洋持有

0.21%出资额、浙江创恒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持有 99.17%出资额）持有 12%

股份，留筱文（胡筱燕哥哥）持有

4.5%股份，楼钱持有 0.002%股份

6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德国
表面装饰纸及数码印刷纸产

品生产及销售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持

有 Schoeller Beteiligungen GmbH

100%股权，为 Schoeller Beteiligungen

GmbH 控股母公司

7 Felix Schoeller GmbH 德国

持有并管理所有者权益及子

公司（仅持有其他公司股

份，未从事生产、制造及销

售等经营活动）

Felix Schoeller GmbH持有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50%的股

权，与 Schoeller Beteiligungen

GmbH有间接投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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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

德国

持有并管理所有者权益及子

公司（仅持有其他公司股

份，未从事生产、制造及销

售等经营活动）

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
持有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50%的股权，且 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 持有

Felix Schoeller GmbH 100%的股权，

与与 Schoeller Beteiligungen GmbH

有间接投资关系

被收购方大盛新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以装饰原纸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在装饰原纸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主要产品是素色装饰原纸和可印刷原纸，产品系列完

整、品种齐全。

收购人及其子公司安徽华邦的经营范围与大盛新材存在相同或相似情形。但是收购人及

其子公司安徽华邦均未从事装饰纸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在主要产品、主要产品用途、主要设

备、生产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等方面与大盛新材均存在不同之处，因此收购

人及其子公司与大盛新材不存在同业竞争。

四、收购人主体资格情况

（一）收购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根据收购人华邦古楼及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 征信报

告》 及书面确认文件 ，并通过对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gsxt.saic.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

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及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

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的公示网站的检索，收购人华邦古楼及其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法

行为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

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符合《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

管问答》的相关监管要求。

（二）收购人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

收购人华邦古楼注册资本（实缴资本）为人民币 40,000.00万元，已经浙江广泽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编号为“浙广泽验字[2018]第 0002号”验资报告。方正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人民路证券营业部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出具《合格投资者证

明》，证明收购人已于 2018年 1月 24日在该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及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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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收购人华邦古楼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细则》（2013年 2月 8日发布，2013年 12

月 30日第一次修订并施行，2017年 7月 1日第二次修订并施行）第三条、（一）款规定，

具有参与公开转让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资格。

（三）收购人是否存在禁止收购的情形

收购人华邦古楼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存在利用公众公司

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其作为收购人，已出具承诺函，郑重承诺

并保证不存在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

情形。

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

的情形，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五、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收购人华邦古楼的财务报告

1、审计意见

收购人华邦古楼 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编号为“大华审字[2018]第 050129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如下：“华邦古楼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华邦古楼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7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收购人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的说明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本报告期内华邦古楼的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估计均未发生变更，

未发生采用未来适用法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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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2017年12 月31 日 2017 年01月0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746,077.46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 -

衍生金融资产 - -

应收票据 60,564,986.77 -

应收账款 48,117,937.32 -

预付款项 47,498,738.29 -

应收利息 - -

应收股利 - -

其他应收款 10,574,164.12 -

存货 62,826,740.08 -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14,578,788.73 -

流动资产合计 254,907,432.77 -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00.00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长期应收款 - -

长期股权投资 - -

投资性房地产 - -

固定资产 333,218,789.11 -

在建工程 7,146,047.48 -

工程物资 1,777.90 -

固定资产清理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油气资产 - -

无形资产 67,802,002.28 -

开发支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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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 -

长期待摊费用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856,421.87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9,225,038.64 -

资产总计 664,132,471.41 -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7年12 月31 日 2017 年01月0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6,000,000.00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35,671,803.50 -

预收款项 861,005.00 -

应付职工薪酬 5,281,548.93 -

应交税费 3,743,164.68 -

应付利息 277,931.44 -

应付股利 - -

其他应付款 5,012,364.96 -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940,000.00 -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97,787,818.51 -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4,060,000.00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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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专项应付款 - -

预计负债 - -

递延收益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4,060,000.00 -

负债合计 271,847,818.51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400,000,000.00 -

其他权益工具 - -

其中：优先股 - -

永续债 - -

资本公积 - -

减：库存股 - -

其他综合收益 - -

专项储备 1,565.54 -

盈余公积 - -

未分配利润 -7,716,912.64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92,284,652.90

少数股东损益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2,284,652.90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64,132,471.41 -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一、营业收入 315,019,830.49

减：营业成本 282,156,349.81

税金及附加 2,874,765.39

销售费用 6,940,6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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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24,669,184.84

财务费用 4,708,755.99

资产减值损失 2,329,211.13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21,358.3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

-
资产处置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

其他收益 151,509.00

二、营业利润（损失以“-”号填列） -8,286,200.73

加：营业外收入 110,791.7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

减：营业外支出 193,669.8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三、利润总额(损失以“-”号填列） -8,369,078.80

减：所得税费用 -652,166.16

四、净利润(损失以“-”号填列） -7,716,912.64

持续经营损益 -7,716,912.6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终止经营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其中：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

动
-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

（二）以后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其中：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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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

益
-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7,716,912.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716,912.6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七、每股收益 -

（一）基本每股收益 -

（二）稀释每股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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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3,580,753.71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14,567.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7,495,321.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0,606,316.5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425,564.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414,727.8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15,819.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8,962,42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467,106.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9,6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21,358.3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9,821,358.30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87,170,742.6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1,8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70,806,022.1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9,776,764.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955,406.5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5,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6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492,409.1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492,409.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507,5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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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85,077.4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85,077.46

（二）对收购人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

根据浙江广泽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浙广泽验字

[2018]第 0002 号），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第二期出资人民币 39,000.00 万元注册资本

已经全额缴足，公司累计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收购人华邦古

楼具备履行本次收购义务的经济实力。

六、收购人与挂牌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收购人华邦古楼系大盛新材股东，收购前持股比例 9.5327%，收购人董事长楼钱是大

盛新材的董事，除此之外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华邦古楼及其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方与大盛新

材之间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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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相关的权益变动将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按照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实现，根

据股份转让协议，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大盛新材的股东及共同实际控制人俞全军、李

秋英分别收购其持有大盛新材 34,555,000股、15,000,000股，并分别支付对价 20,146,750元、

8,753,000元。本次收购价款总额为 28,899,750元，合计收购大盛新材 49,555,000股，收购支

付方式为货币，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况。收购资金全部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司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不存在以证券支付本次收购款

项；不存在他人委托持股、代持股份的情形。除需要转让方将出售股份向收购人设定质押

外，未在收购标的上设定其他权利，未在收购价款之外还作出其他补偿安排。

二、本次收购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2018 年 6 月 4 日，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俞全军、李秋英签订了《股份转让协

议》，《股份转让协议》就本次收购的浙江大盛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及对价、双

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标的

本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为俞全军持有的大盛新材 34,555,000股（持股比例 31.5369 %）限

售股股份及李秋英持有的大盛新材 15,000,000股（持股比例 13.6899%））限售股股份，合计

49,555,000股（持股比例 45.2268%）限售股股份。

2.转让价格

转让价格根据2017 年 12月 31日大盛新材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的经营情况并经双方协

商确定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共计 28,899,750 元。收购方应共计向俞全军支付的对价为

20,146,750（大写：贰仟零壹拾肆万陆仟柒佰伍拾）元人民币、向李秋英支付的对价为

8,753,000（大写：捌佰柒拾伍万叁仟）元人民币。

3.转让程序

自俞全军、李秋英辞去大盛新材董事职务且大盛新材新任董事任职半年期间届满，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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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李秋英持有的大盛新材的全部限售股股份解除限售并且各方就收购方与转让方分别签订

的《股份质押协议》中约定的全部股份解除质押之日起的第【2】个交易日起，由转让方按照

如下比例开始向收购方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

（1）俞全军向收购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大盛新材 34,555,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

31.5369%）；

（2）李秋英向收购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大盛新材 15,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

13.6899%）。

各方应当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在 40个交易日内实施完成上述转让手续，使收购方

获得相应股份，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各方因履行法定的权

益披露程序而造成的合理延期（若有）除外。

4.对价支付程序

（1）本协议生效后 7日内，收购方向转让方的指定账户合计支付 5,040,000（大写：伍

佰零肆万）元人民币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定金，其中向俞全军支付 3,510,000（大写：叁佰伍

拾壹万）元人民币，向李秋英支付 1,530,000（大写：壹佰伍拾叁万）元人民币。

（2）各方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完毕转让方持有的大盛新材全部股份（合计

49,555,000股）后，收购方向转让方的指定账户合计支付上述股份转让对价 22,179,750（大

写：贰仟贰佰壹拾柒万玖仟柒佰伍拾）元人民币，其中向俞全军支付 15,466,750（大写：壹

仟伍佰肆拾陆万陆仟柒佰伍拾）元人民币，向李秋英支付 6,713,000（大写：陆佰柒拾壹万叁

仟）元人民币。

（3）各方约定，将本次股份转让应付总价款中的 1,680,000（大写：壹佰陆拾捌万）元

人民币作为转让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保证金，收购方于 2018年 12月 20日支付至转让方

的指定账户，其中向俞全军支付 1,170,000（大写：壹佰壹拾柒万）元人民币、向李秋英支付

510,000（大写：伍拾壹万）元人民币。

（4）当发生如下事项（“对价调整事项”）时，各方约定将对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转让

对价进行相应扣减。各方同意，扣减的部分先于本条第 4款约定的保证金中进行抵偿。若保

证金不足以抵偿的，则收购方有权要求转让方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或按照法律规定以处分

质押股权的方式进行抵偿。

①根据财务尽调的结果，大盛新材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不足 3,200万元的。但是，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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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于 2017年 10月 31日以后在应收款账面余额之外收回的应收账款应当从上述金额中相应

扣除。

②根据财务尽职调查的结果，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大盛新材未能从杭州九木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处收回其所有应收账款的。

③根据财务尽调的结果，发现其他转让方未向收购方披露的，且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估值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收购方认为应当就转让对价进行调整的。

④转让方违反其陈述、保证、承诺事项，致使对本次股份转让的估值有重大影响，收购

方认为应当就转让对价进行调整的。

5.各方的义务与责任

（1）转让方的义务和责任

①转让方负责办理本次交易于股转系统备案手续。

②转让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办理相关工商备案手续（若有）。

③办理本款所述备案手续所需费用由转让方承担，收购方应尽全力配合转让方与此相关

的工作。

（2）收购方的义务和责任

①配合转让方就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办理及申请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履行内部决策

程序、签署相关文件及准备相关申报材料等，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股转系统关于申请备案文

件的要求，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文件资料。

②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支付股份转让费用的义务。

③保证其支付的转让股份资金来源均为正常合法。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各方各自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任何税项或费

用，均由各方各自承担。

（二）《关于委托行使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份表决权的授权委托书》

2018年 6 月 4日，俞全军、李秋英向华邦古楼出具《关于委托行使浙江大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份表决权的授权委托书》，其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全部限售股份对应的表

决权不可撤销地统一授权于华邦古楼代为行使，具体为：俞全军所持有的 34,555,000 股限

售股股份对应表决权、李秋英所持有的 15,000,000 股限售股股份对应表决权。华邦古楼合



22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计被授权 49,555,000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该授权的期限至俞全军、李秋英将上述该等股

份转让给华邦古楼之日止。

（三）《关于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协议》

2018年 6月 4日，俞全军、李秋英与华邦古楼分别签订《关于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质押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质押协议》”），约定俞全军、李秋英将其持

有大盛新材的限售股股份质押给华邦古楼，具体质押份额为俞全军所持有的 34,555,000股

限售股股份、李秋英所持有的 15,000,000股限售股股份，并于该等《股份质押协议》生效

起 7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或具有证券质押登记业务代

理资格的主办券商申请办理质押股份的质押登记。质押期限自登记机关完成登记之日起至

俞全军、李秋英就上述股份进行转让所签订的协议，完成其在该协议项下所有义务之日，

或各方协商一致提前终止或部分终止该等《股份质押协议》并办理解除质权登记或就部分

股份解除质权的手续之日止。

三、收购人本次收购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一）收购人收购大盛新材情况

俞全军、李秋英分别向华邦古楼转让其持有的全部限售股，即 49,555,000股大盛新材股

票。具体转让情况如下表：

序号 转让方
持股限售股数量

（股）
受让方

受让股份数量

（股）

1 俞全军 34,555,000 华邦古楼 34,555,000

2 李秋英 15,000,000 华邦古楼 15,000,000

合计 49,555,000 — 49,555,000

（二）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公众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相关的权益变动将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按照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实

现。根据大盛新材的《证券持有人名册》（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5 月 15 日），本次收购

前后收购人和转让方持有大盛新材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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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完成后

持股数（股）
占大盛新材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股）

占大盛新材已发行股份

比例

俞全军 34,555,000 31.5369% - -

陈冬 23,731,500 21.6588% 23,731,500 21.6588%
李秋英 15,000,000 13.6899% - -

华邦古楼 10,445,000 9.5327% 60,000,000 54.7595%
任勤新 3,330,000 3.0392% 3,330,000 3.0392%
蔡琦 3,000,000 2.7380% 3,000,000 2.7380%

吴险峰 3,000,000 2.7380% 3,000,000 2.7380%
盛青 2,000,000 1.8253% 2,000,000 1.8253%

杜跃进 2,000,000 1.8253% 2,000,000 1.8253%
程美华 2,000,000 1.8253% 2,000,000 1.8253%
王伟刚 2,000,000 1.8253% 2,000,000 1.8253%
范云桥 2,000,000 1.8253% 2,000,000 1.8253%
吴坚 1,630,000 1.4876% 1,630,000 1.4876%

陈建伟 1,500,000 1.3690% 1,500,000 1.3690%
赵勇 1,350,000 1.2321% 1,350,000 1.2321%

成闻武 1,027,500 0.9378% 1,027,500 0.9378%
韩耀明 1,000,000 0.9127% 1,000,000 0.9127%
蒋沪生 1,000 0.0009% 1,000 0.0009%
合计 109,570,000 100.00% 109,570,000 100.00%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大盛新材 10,445,000股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

大盛新材材 60,00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54.7595%，成为大盛新材的控股股东。

四、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有股份转让、外商

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2018 年 5月 3日，收购人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大盛新材的决议，决议以

28,899,750 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大盛新材实际控制人俞全军、李秋英持有的大盛新材

49,555,000股股份，并授权董事长与转让方签署收购合同、办理股份收购的所有审批手续。

本次收购被收购人均为自然人，无需另行批准或授权。

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尚需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报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进行公告。

五、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 6个月内收购人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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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前 6 个月，收购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1 日以每股 0.45 元的价格购买俞全军持有的大盛新材 5,210,000 股股份、于

2018年 2月 8日以每股 0.45元的价格购买俞全军持有的大盛新材 5,235,000股股份，共计购

买 10,445,000股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收购前 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其他买卖该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日前 24个月内收购人与挂牌公司之间的交易

本次收购前 24个月内与大盛新材发生的交易如下：

1、收购人关联方浙江万邦浆纸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收购前 24个月内，向大盛新材销售

纸浆共计人民币 59,428,404.73元（含税）；

2、2017年 12月 6日，收购人关联方浙江亿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与大盛新材签订了《厂

房及设备租赁合同》，双方约定，大盛新材将位于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金星大道 82号一号造纸

机及其厂房出租给浙江亿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建筑面积约 13,043 平方米，租赁期限 10

年，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租金每月人民币 60万元（含税），由浙江亿

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承担生产经营所发生的水、电（电话、网络、有限电视等）、卫生、污

水处理等费用；

3、2017年 11月，收购人关联方浙江亿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因进行开机试生产检测，产

生相关应付大盛新材费用，其中包括人员工资费用 199,971元、试机电费 225,577.51元、试

机汽费及其他费用 192,239.44元，共计人民币 617,787.95元（含税），由收购人代为支付。

4、浙江亿邦自 2018年 2月起向大盛新材提供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借方 借入方
借款合同

签订日期
借款期限

借款金额

（万元）

1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2.7 2018.2.7-2018.5.31 90

2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2.9 2018.2.9-2018.5.31 50

3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3.15 2018.3.15-2018.5.31 40

4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4.16 2018.4.16-2018.7.31 60

5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4.26 2018.4.26-2018.9.30 20

6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5.10 2018.5.10-2018.9.30 1.10385

7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5.14 2018.5.14-2018.9.30 60

8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5.18 2018.5.18-2018.9.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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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浙江亿邦 大盛新材 2018.5.21 2018.5.21-2018.9.30 100

总 计 441.10385

根据浙江亿邦说明及经本财务顾问核查相关借款合同，浙江亿邦及大盛新材未就上述

借款约定利息。

除上述情形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事实发

生之日起前 24个月内未与挂牌公司发生其他交易情况。

七、公众公司基本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经营情况

大盛新材主营业务为：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 以装饰原纸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在装饰原纸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其主要产品是素色装

饰原纸和可印刷原纸,产品系列完整、品种齐全。

（二）财务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大盛新材主要会计数据和关键指标情况列式如下：

1、盈利能力

单位：元

本期 上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86,678,905.16 198,910,858.45 -56.42%
毛利率 -25% 13.8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净利润

-58,561,253.64 10,869.00 -538,891.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60,912,778.37 -979,598.33 -6,118.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7.03% 0.0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70.19% -0.84% —

基本每股收益 -0.53 0.00 —

2、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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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73,831,067.46 261,043,861.20 -33.41%

负债总计 115,741,519.57 144,393,059.67 -19.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8,089,547.89 116,650,801.53 -50.2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0.53 1.06 -50.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6.58% 55.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66.58% 55.31%

流动比率 53.93% 95.49%

利息保障倍数 -10.83 1.00

3、营运情况

单位：元

本期 上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689,239.61 10,733,394.10 -9.73%

应收账款周转率 138.86% 251.00% —

存货周转率 322.28% 329.00% —

4、成长情况

单位：元

本期 上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33.41% -7.32% —

营业收入增长率 -56.42% -22.16% —

净利润增长率 -538,891.55% 100.06% —

（三）资金占用情况

经查阅大盛新材公开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公告内容，大盛新材在 2016年

度出现过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未进行信息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2016年 6月 2日,

公司董事、销售总监成闻武向公司借款 200,000.00元，并于 2016年 6月 3日归还该笔借款。

2016年度关联方成闻武占用公司资金累计发生额为 200,000.00。根据 2017年年报显示，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大盛新材已不存在资金占用。

八、本次收购的过渡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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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自签订收购协

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为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在收购过渡期内，收购人没有对大盛新材董事会成员、高级

管理人员、组织机构、主要业务、资产等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在过渡期内，收购人将严格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具体承诺如下：

（1）收购人不得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公众公司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

来自收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的 1/3；

（2）被收购公司不得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3）被收购公司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4）被收购公司除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大会已作出的决议外，被收购公司董事

会提出拟处置公司资产、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议案，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

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8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第三节 本次收购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华邦古楼作为本次收购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购人，拟通过本次收购，使收

购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将资本和产业相结合，有效整合资源，拓宽被收购公司业务领域，

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提高公众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提升公众公司股份价

值和股东回报。

二、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

（一）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公众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时，利用自

身资源、通过业务整合的方式，提高公众公司的业务水平，推进公众公司继续开展相

关业务并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增强公众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品牌价值和影响力，推

动公众公司快速发展。

收购人在实施相应业务时，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

据实际情况按照法定程序参与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

（二）对公众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暂未就其未

来任职安排达成任何协议或者默契。收购人后续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调整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层的，收购人将本着有利于维护公众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

则，按照《公司法》、《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三）对公众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调整组织结构，收购人

将本着有利于维护公众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公司法》、《浙江大

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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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众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并依据《公司法》、《证券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现行《浙江大盛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众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重大处置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重大处置的

计划。若是需要，收购人将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公众公司现有的主要资产进

行相应处置。

（六）对公众公司员工聘用做出调整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出重

大变动的计划。如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确需调整的，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经营

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公众公司相关治理制度对现有员工聘用

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未来若根据公众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述事项进行调整的，收购人承诺将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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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收购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俞全军、李秋英二人，俞全军与李秋英

为夫妻关系，俞全军持有公司 34,55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1.5369%，李秋英持有

公司 15,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899%，两人合计持有公司的 45.2268%股份。

收购人华邦古楼新材有限公司持有大盛新材 10,445,000 股股票，占大盛新材总股本

9.5327%。本次收购完成后，华邦古楼持有大盛新材 54.7595%的股份，成为大盛新材控股股

东，因华邦古楼内部无单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故收购后大盛新材无实际控制人。本次

收购导致大盛新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二、本次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影响

收购人将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控股股东职责，不损害公司利益。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战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抵御财务

风险的能力，为公司持续经营提供保障。

三、本次收购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公众公

司的要求，对大盛新材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公众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收购人具体承诺

如下：

1、保证公众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收购人的资产或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资产与公众公司的资产严格区分并独立管

理，确保公众公司资产独立并独立经营；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关于公众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等规定，保证收购人或收购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发生违规占用公众公司资金等情形。

2、保证公众公司的人员独立

保证公众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在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

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公众公司的财务人员

不在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保证公众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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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3、保证公众公司的财务独立

保证公众公司保持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财务独立核算，能够独立

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若有)、子公司（若有）的财务管理

制度；保证公众公司具有独立的银行基本账户和其他结算账户，不存在与收购人或收购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保证不干预公众公司的资金使用。

4、保证公众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公众公司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并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保证收购人

或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众公司的机构完全分开，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5、保证公众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公众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收购人或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

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

四、本次收购对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及其子公司安徽华邦的经营范围与大盛新材存在相同或

相似情形。根据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出具的《华邦古楼新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浙江大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业竞争的声明》（以下简称“关于同业竞争的声明”），收购

人及其子公司安徽华邦均未从事装饰纸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在主要产品、主要产品用途、

主要设备、生产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等方面与大盛新材存在不同之处，因

此收购人及其子公司与大盛新材不存在同业竞争。

乐邦投资实际控制人徐顺虎控制的企业浙江华邦、万邦特材、浙江亿邦、安徽高森造

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与大盛新材存在相同或相似情形。

根据安徽高森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承诺，安徽高森造

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实际经营。

根据浙江亿邦出具的说明，浙江亿邦未自主拥有生产设备，仅租赁大盛新材 1号纸机

及其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基于上述情况，浙江亿邦股东徐顺虎、徐泽洋、浙江华邦、万邦

集团出具承诺，为避免与大盛新材产生同业竞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个月内，若大盛新

材股东大会根据大盛新材生产经营计划决议终止上述租赁事宜，由其在 1号纸机及相关厂

房内自主生产经营，浙江亿邦全体股东同意其与大盛新材终止上述租赁事宜，若浙江亿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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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盛新材之间终止相关租赁事宜，浙江亿邦亦不会再另行从事与大盛新材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若大盛新材股东大会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个月内未决议终止上述租赁事宜，则浙江

亿邦全体股东承诺，在本次收购满 1个月后的 1 个月内将其持有股份全部转让给无关联关

系第三方。

根据浙江华邦、万邦特材出具的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承诺，上述企业均未从事装饰纸的

生产与销售，同时在主要产品、主要产品用途、主要设备、生产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

商、主要客户等方面与大盛新材存在不同之处，与大盛新材不存在同业竞争。

根据关联方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出具的关于同业竞争的声明，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虽然从事装饰纸的生产与销售，但在主要设备、生产

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等方面与大盛新材存在不同之处，同时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还从事数码印刷纸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与大盛新材不存在同业

竞争。

为避免与大盛新材产生同业竞争，Schoeller 及关联公司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 &

Co. KG、Felix Schoeller GmbH、 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收购人董事

CORNELI β EN RUDOLF PETER 、 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 、

GALLENKAMP HANS-CHRISTOPH 及大盛新材于 2018 年 5 月 3 日签署《关于业务区域

划分的协议书》，约定本次收购完成后，（1）Schoeller 及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 &

Co. KG、Felix Schoeller GmbH、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华邦古楼董事

CORNELI β EN RUDOLF PETER 、 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 、

GALLENKAMP HANS-CHRISTOPH将不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大盛新材目前在生

产的相同品质、档次的装饰纸的生产与销售，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或任何协议安排的形

式拥有从事上述装饰纸生产与销售的任何中国境内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CORNELIβEN RUDOLF

PETER、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GALLENKAMP HANS-CHRISTOPH 亦

不会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如

果出于中国境内客户需求且大盛新材的产品品质或品牌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则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 & Co. KG 可以向中国境内销售产品，但上述业务应由大盛新材独家代

理，代理费用为销售回笼货款的 1%；（2）大盛新材将不在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装

饰纸的生产与销售，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或任何协议安排的形式拥有从事装饰纸生产与

销售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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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如果出于中国境外客户需求且其更倾向于大盛新材的产品，则大

盛新材可以向中国境外销售产品，但上述业务应由 Felix Schoeller GmbH 或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 & Co. KG 独家代理，代理费用为销售回笼货款的 1%；（ 3）若

Schoeller 及其关联方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 & Co. KG、Felix Schoeller GmbH、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华邦古楼董事 CORNELIβEN RUDOLF PETER、

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GALLENKAMP HANS-CHRISTOPH 违反（1）的

约定，则相关业务收益全部归大盛新材所有并且由违反约定的相关企业及/或人员各自承

担大盛新材相应的经济损失；若大盛新材违反（2）的约定，则相关业务收益全部归

Schoeller 及其关联方 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 & Co. KG、Felix Schoeller GmbH、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华邦古楼董事 CORNELIβEN RUDOLF PETER、

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GALLENKAMP HANS-CHRISTOPH 共同所有并

承担上述企业及人员相应的经济损失。

为有效防止和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情况：

1、收购人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参与同大盛新材

有同业竞争的业务。

（2）收购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

大盛新材现有业务及产品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大盛新材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控制权。

（3）如收购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或大盛新材进一步

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收购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大盛新材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相竞争；若与大盛新材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收购人或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纳入到大盛

新材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来避免同业竞

争。

（4）收购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大盛新材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收购人股东乐邦投资、董事徐顺虎、楼钱、留晓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

《收购人关联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

未从事、参与同大盛新材有同业竞争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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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

间接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大盛新材现有业务及产品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大盛

新材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

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如（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

范围，或大盛新材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大盛新材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大盛新材现有或拓展

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停

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纳入到大盛新材经营，或

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来避免同业竞争。

（4）（本人/本单位）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大盛新材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3、收购人股东 Schoeller、Felix Schoeller Holding GmbH&Co.KG 出具《收购人关联方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在华邦古楼或其关联方成为大盛新材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期间：

（1）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中国境内未从事、参与同大盛新材有同业竞

争的业务。

（2）本单位或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在商业上

对大盛新材现有业务及产品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在中国境内拥有与大盛新材存在竞

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3）如本单位或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中国境内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或

大盛新材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单位或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大盛新材现

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大盛新材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

本单位或本单位控制的中国境内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

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纳入到大盛新材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来避免中国境内的同业竞争。

（4）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关于业务区域划分的协议书》中的相关条款。

（5）本单位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大盛新材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4 、 收 购 人 董 事 CORNELI β EN RUDOLF PETER 、 DR.KLOFAT BERNHARD

ANDREAS、GALLENKAMP HANS-CHRISTOPH 出具《收购人关联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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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在华邦古楼或其关联方成为大盛新材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期间：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中国境内未从事、参与同大盛新材有同业竞争的

业务。

（2）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大

盛新材现有业务及产品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大盛新材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

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

控制权，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中国境内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或大盛

新材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大盛新材现有或拓展

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大盛新材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或本

人控制的中国境内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在中国境内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纳入到大盛新材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给无关联关

系的第三方的方式来避免同业竞争。

（4）本人将严格执行《关于业务区域划分的协议书》中的相关条款。

（5）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大盛新材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5、安徽华邦、浙江华邦、安徽高森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万邦特材出具《关

于我公司与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承诺》，上述企业与浙江大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今后也不会从事与大盛新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该

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对上述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有违反并因此给大盛新

材造成损失，上述企业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Felix Schoeller GmbH、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 & Co. KG 出具《关于我公司与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承诺》，在华邦古楼或其关联方成为大盛

新材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期间，上述企业在中国境内与大盛新材不存在同业竞争，今后

也不会在中国境内从事与大盛新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上述企业将严格执行《关于业务区

域划分的协议书》中的相关条款；该承诺对上述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有违反并因此给

大盛新材造成损失，上述企业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综上，收购人就公众公司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方面出具的书面承诺

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在上述承诺得以

严格履行的情况下，本次收购不会对公众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产生有损公众

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不会构成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公众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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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公众公司之前存在关联交易，详见收购报告书“第

二节 本次收购基本情况之六、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日前 24个月内收购人与挂牌公司之间

的交易。”

为规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收购人已出具《关于本次收购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主要内容如下：

1、收购人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或避免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其关联方与

公众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发生。

2、对于必要的关联交易，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众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决策及披露程序，并严格尊重诚实信用、公

平、等价的原则，依法签订相关交易合同，保证关联交易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

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

通过向公众公司借款或由公众公司提供担保、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各种原因侵占公众公

司的资金；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谋求与公众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单位及本单位关

联方优于其他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收购人愿意承担因违反前述承诺给被收购人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应

费用成本。

综上，收购人就公众公司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方面出具的书面承诺

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在上述承诺得以

严格履行的情况下，本次收购不会对公众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产生有损公众

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不会构成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公众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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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

（一）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收购人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参见收购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挂牌公司的

影响之三、本次收购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收购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参见收购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挂牌公司的影

响之四、本次收购对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之（一）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三）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收购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参见收购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挂牌公司的影

响之四、本次收购对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二）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四）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及其他安排

收购人承诺：“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本单位不对外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浙江大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但本单位同一实际

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的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除上述外，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或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限售另有规定的，承诺遵守该等规定。”

（五）收购人作出的关于不向被收购人注入私募基金或其他金融属性的企业或业务的承

诺

收购人华邦古楼出具《关于不向被收购人注入私募基金或其他金融属性的企业或业务

的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收购人所控制的企业中不包含私募机构等金融属性企业；同时，收购人承诺：收购

人后续不向挂牌公司大盛新材注入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相关资产，也不利用挂牌公司大盛新

材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收购人承诺后续不得通过任何形式导致公司以对外投资为主营业务。”

（六）关于符合收购人资格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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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承诺：“其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非

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

（七）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在本次收购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八）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收购人承诺：“本次收购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均为自有和自筹资金，

支付方式为货币。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司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不存在以证券支付

本次收购款项；不存在他人委托持股、代持股份的情形。”

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收购人承诺内容如下：

“如果未能履行大盛新材《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收购人将在大盛新材股东大

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说明未能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大

盛新材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未履行大盛新材《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

诺事项给大盛新材或者其它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收购人将对大盛新材或其它投资者依法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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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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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相关中介机构

一、本次收购相关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35号庄家金融大厦 25层

财务顾问经办人：金振东、王静

电话： 021-60609050

传真：021-61765117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 浙江儒毅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蒋慧青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潮王路 225号红石中央大厦 506室

经办律师： 蒋慧青、泮潇依

电话： 0571-88371699

传真： 0571-88371699

（三）被收购人主办券商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四）被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浙江坚定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王发勇

住所：杭州市艮山西路 220号 6楼

经办律师：孙涛、何妙富

电话：0571-85173032

传真：0571-8517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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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收购的相关中介机构与收购人、大盛新材以及

本次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第八节  有关声明

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华邦古楼新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冫
`⒏

年 ,厶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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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收购人的营业执照

（二）收购人董事会决议

（三）法律意见书（包括收购人与被收购人）

（四）财务顾问报告

（五）收购人针对本收购报告书出具的相关承诺

（六）中国证监会或者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依法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一） 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名称：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金星大道 82号

电话：0570-733099

联系人：王英霞

电子邮箱： 838721879@qq.com

公司网址： http://www.grand-rich.com/

（二）投资者可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平台

（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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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公众公司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产品用途、主要设备、生产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等方面基本情况如

下：

浙江大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高档装饰用高分子纤维新材料的研发、装饰纸的制造、销售，木浆、造纸原料及化工（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装饰纸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 高档装饰原纸（印刷纸及素色纸）

主要产品用途
高档装饰原纸主要用于装饰纸印刷行业和人造板装饰贴面，广泛适用于当今办公家具、居室、客车、轮船、商场、电脑房、高档宾馆等

的装璜装饰材料

主要设备

网部（成型器）：13.5m 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三辊二压、一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22 只直径 1.8m 缸；

车速 （m/min） ：600m

生产工艺及流程
水力碎浆机→叩前池→疏解机→双盘磨浆机→叩后池→成浆池→三段除砂→冲浆泵→旋翼筛→流浆箱→成型部→压榨部→烘缸部→机内

压光→烘缸部→软压光→软压光→卷取→复卷→打包→入库

主要供应商 浙江万邦浆纸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新福钛白粉有限公司

主要客户
常州市崔桥晨光纸业有限公司、武进区横林美邦装饰材料厂、成都市源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锦添装饰纸有限公司、杭州临安精诚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万国彩印有限公司、杭州添丽装饰纸有限公司、临沂市鲁源浸渍纸业有限公司

2、收购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安徽华邦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产品用途、主要设备、生产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商、主要客

户等方面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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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华邦古楼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新材料研发、特种材料研发；机制纸及纸制品制造与销售；造纸原

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

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数码打印材料、包装材料、纸制品制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化学

危险品）、造纸原料销售；造纸技术咨询服务；经营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指定、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营业务 生产、销售透析纸、热转印原纸、无纺壁纸原纸 生产、销售晒图原纸、热转印原纸、透析纸和高光相纸

主要产品
1）透析纸：医疗器械、包装材料用纸的基纸； 2）热转印原纸：热

转印纸的基纸；3）无纺壁纸原纸：生产无纺壁纸基纸。

1）晒图原纸：制作晒图纸的基纸； 2）热转印原纸：热转印纸的

基纸； 3）透析纸：医疗器械、包装材料用纸的基纸； 4）高光相

纸：高品质数码影像接收材料的基纸 。

主要产品用途

透析纸主要用于医疗器械及其包装领域；热转印纸主要用于家纺、

服饰、箱包鞋帽、汽车装饰、户外休闲用品、玩具等热转移印花、

耐高温的塑料材料或经喷涂、烤漆、电泳等处理后的塑料及金属表

面热转印装饰、各种天然皮革、PU 或 PVC 表面热转印装饰等领

域；无纺壁纸主要用于建筑墙体装饰装修领域。

晒图纸主要用于晒印机械设计、建筑设计等工程图纸及档案材料等

领域；热转印纸主要用于家纺、服饰、箱包鞋帽、汽车装饰、户外

休闲用品、玩具等热转移印花、耐高温的塑料材料或经喷涂、烤

漆、电泳等处理后的塑料及金属表面热转印装饰、各种天然皮革、

PU 或 PVC 表面热转印装饰等领域；透析纸主要用于医疗器械及

其包装领域；高光相纸主要用于高品质数码影像领域。

主要设备

1）3200长网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三辊二压、一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31 只直径 1.8m 缸；

车速 （m/min） ：500m

2）1880斜网/圆网复合造纸机一套

1）1980长网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两道压榨；

干燥部（烘干）：14 只直径 1.5m 缸；

车速 （m/min） ：250m

2）1900长网造纸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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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部（成型器）：斜网/圆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两道压榨；

干燥部（烘干）：24 只直径 1.5m 缸；

车速 （m/min） ：150m

3）2300斜网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斜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一道压榨；

干燥部（烘干）：32 只直径 1.5m 缸；

车速 （m/min） ：100m

4）三台 1350 气刀涂布机，两台 1350 刮刀涂布机，一台 2400 辊涂

涂布机，一台 2400浸渍机

网部（成型器）：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两道压榨；

干燥部（烘干）：16 只直径 1.25m 缸；

车速 （m/min） ：250m

3）一台 1300气刀涂布机，五台 1300铸涂机

生产工艺及流程

1）纸机：水力碎浆机→木浆贮存池→双圆盘磨浆机→木浆贮存池→

三段除砂→冲浆泵→旋翼筛→流浆箱→成型部→压榨部→烘缸部→

表面施胶→烘缸部→软压光→软压光→卷取→复卷→打包→入库

2）涂布：打料→贮存→上料→料槽→涂布→烘干→卷取→复卷→打

包→入库

1）纸机：水力碎浆机→木浆贮存池→双圆盘磨浆机→木浆贮存池

→三段除砂→冲浆泵→旋翼筛→流浆箱→成型部→压榨部→烘缸部

→表面施胶→烘缸部→软压光→软压光→卷取→复卷→打包→入库

2）涂布：打料→贮存→上料→料槽→涂布→烘干→卷取→复卷→

打包→入库

主要供应商

万邦集团、浙江今日新材料有限公司、龙游富田造纸精化有限公

司、韩国熊津（TORAY CHEMICAL KOREA INC .）、内蒙古蒙西高

岭土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等

万邦集团、浙江今日新材料有限公司、龙游富田造纸精化有限公

司、重庆川维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主要客户

沧州意达花纸印刷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德柏纸制品有限公司、宁波

元隆壁纸有限公司、江门市裕华墙纸有限公司、北京特普丽装饰装

帧材料有限公司等

杭州南仪纸业有限公司、福建省聚慧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中纸在

线邢台新材料有限公司、成都红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南京泛太克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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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江华邦、万邦特材的关联关系、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产品用途、主要设备、生产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商、主要

客户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如下：

浙江华邦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万邦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徐顺虎持有 50.6571%股权，徐泽洋持有 16.8857%股权，二人共

同通过万邦集团持有 24.5206%股权，留晓晓持有 7.9365%股权。

徐顺虎持有 2.625%股权、徐泽洋持有 0.875%股份，二人共同通过万邦

集团持有79.998%股份、通过宁波思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顺虎持有 0.6250%出资额、徐泽洋持有 0.2083%出资额、浙江创恒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99.1667%出资额）持有12%股份，留筱文（胡筱

燕哥哥）持有 4.5%股份，楼钱持有 0.002%股份

经营范围
机制纸、纸制品制造、销售，化工原料（危险及易制毒品除

外）、造纸原料的销售；货物进出口。

电子材料、包装材料、纸制品制造与销售；化工原料（除危险、监

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造纸原料销售；造纸技术咨询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生产、销售彩喷原纸、胶水原纸、纯纸壁纸原纸、食品包装纸、

医用包装纸、壁纸原纸
生产、销售食品包装纸、水松原纸、高透成型纸、电池隔膜纸

主要产品

1）彩喷原纸：生产相纸的基纸；2）胶水原纸：生产陶瓷贴花等

用途的水转移纸的基纸； 3）纯纸壁纸原纸：生产纯纸基壁纸的

基纸；4）食品包装纸：生产含油或非含油食品包装纸袋的原

纸；5）医用包装纸：生产创可贴等医疗包装耗材的基纸；6）壁

纸原纸：生产普通装饰装修用墙体装饰材料壁纸的基纸。

1）食品包装纸：生产用于食品包装纸袋的原纸； 2）水松原纸：生

产水松纸的基纸； 3）高透成型纸：生产高档卷烟滤嘴棒用的纤维束

包覆材料；4）电池隔膜纸：生产碱性电池正负极隔离材料。

主要产品用途
彩喷原纸：主要用于数码喷绘用相纸的生产领域；胶水原纸：主

要用于陶瓷贴花等用途的水转移纸的生产领域；纯纸壁纸原纸：

食品包装纸：生产用于食品包装纸袋的生产领域；水松原纸：生产卷

烟纤维束包覆材料水松纸的基纸；高透成型纸：生产高档卷烟滤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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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纯纸基壁纸的基纸；食品包装纸：食品包装领域；医用包装

纸：医疗包装用耗材；壁纸原纸：墙体装饰材料壁纸的生产。

用的纤维束包覆材料；电池隔膜纸：用产碱性电池正负极隔离材料生

产领域。

主要设备

1）2400长网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三辊二压、一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18 只直径 1.5m 缸；

车速 （m/min） ：200m

2）1760长网大缸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两道压榨；

干燥部（烘干）：直径 3m 和直径 2.5m大缸各一只；

车速 （m/min） ：150m

3）2362长网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三辊二压、一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26 只直径 1.5m 缸；

车速 （m/min） ：350m

4）1880斜网/圆网复合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斜网/圆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两道压榨；

干燥部（烘干）：24 只直径 1.5m 缸；

车速 （m/min） ：150m

1）1575斜网造纸机 1套

网部（成型器）：密闭式斜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一道真空正压；

干燥部（烘干）：杨克烘缸 1 只直径 3m，后干烘缸 2 只直径 2m；

施胶：浸渍斜列施胶

车速 （m/min） ：120m

2）进口 1880圆网造纸机 1套

网部（成型器）：负压真空圆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一道真空压榨；

干燥部（烘干）：杨克烘缸 1 只直径 3.66m，后干烘缸 6 只直径

1.5m；

施胶：浸渍斜列施胶，红外预热

车速 （m/min） ：250m

3）1575哈伯网造纸机 1套

网部（成型器）：哈伯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一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杨克烘缸 1 只直径 3m，后干烘缸 1 只直径 2.5m；

车速 （m/min） ：140m

4）1880长网多缸造纸机 1套

网部（成型器）：10.3米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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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00斜网造纸机一套

网部（成型器）：斜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一道压榨；

干燥部（烘干）：32 只直径 1.5m 缸；

车速 （m/min） ：100m

6）三台 1350气刀涂布机，两台 1350刮刀涂布机，一台 2400 辊

涂涂布机，一台 2400浸渍机

压榨部（机械脱水）：二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烘缸 6 只直径 1.5m，毯缸缸 4 只直径 0.8m；

后干烘缸 5 只直径 1.5m；

施胶：浸渍斜列施胶，

车速 （m/min） ：150m

生产工艺及流程

纸机：水力碎浆机→木浆贮存池→双圆盘磨浆机→木浆贮存池→

三段除砂→冲浆泵→旋翼筛→流浆箱→成型部→压榨部→烘缸部

→表面施胶→烘缸部→软压光→软压光→卷取→复卷→打包→入

库

涂布：打料→贮存→上料→料槽→涂布→烘干→卷取→复卷→打

包→入库

水力碎浆机→木浆贮存池→双圆盘磨浆机→木浆贮存池→除砂→冲浆

泵→旋翼筛→流浆箱→成型部→压榨部→烘缸部→表面施胶→烘缸部

→软压光→卷取→复卷→打包→入库

主要供应商

万邦集团、浙江今日新材料有限公司、龙游富田造纸精化有限公

司、韩国熊津（TORAY CHEMICAL KOREA INC .）、内蒙古蒙西

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等

万邦集团、广西农垦明阳生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川维石化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等

主要客户

沧州意达花纸印刷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德柏纸制品有限公司、宁

波元隆壁纸有限公司、江门市裕华墙纸有限公司、北京特普丽装

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等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鹤山明诺

包装有限公司、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等

4、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产品用途、主要设备、生产工艺及流程、主要供应商、主

要客户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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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eller Technocell GmbH&Co.KG

经营范围 装饰原纸、无纺纸、数码打印材料、纸制品产品制造销售

主营业务 表面装饰纸及数码印刷纸产品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 装饰纸，无纺纸，数码打印材料，相纸

主要产品用途 家居产品表面装饰装潢，家用、工业用数码打印印刷

主要设备

1）网部（成型器）：13m 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三辊二压、一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31 只直径 1.8m 缸；

施胶部

车速 （m/min） ：600m

2）网部（成型器）：13m长网；

压榨部（机械脱水）：三辊二压、一道正压；

干燥部（烘干）：31 只直径 1.8m 缸；

车速（m/min）：400m；

涂布机：迈耶棒式和帘式表面涂布系统；

车速（m/min）:400m;

生产工艺及流程
水力碎浆机→木浆贮存池→双圆盘磨浆机→木浆贮存池→POM 预混合器→三段除砂→冲浆泵→旋翼筛→流浆箱→成型部→压榨部→烘缸

部→表面施胶→烘缸部→软压光→卷取→复卷→打包→入库

主要供应商 银星牌 Acacruz ARACRUZ CELULOSE，The Chemours Company 科慕化工，龙蟒佰利联

主要客户 Schattdecor AG . INTERPRINT GmbH, SWISS KRONO Tec AG；惠普数码彩印集团，富士胶片株式会社，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