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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永创智能、上市公

司、公司 
指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

回购 
指 

上市公司拟以不低于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不超过 6,000

万元（含 6,000 万元）自有资金，按不超过 10 元/股的价格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用作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作为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份的行为 

永创有限、有限公司 指 公司前身杭州永创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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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本独立财务顾问/独

立财务顾问/海通证

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本报告 
指 

本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回购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所有小数尾数误差均由四舍五入而引起；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引用

的公司财务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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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

永创智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其他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于对本次回购

股份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广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1、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独立、

客观、公正的评价；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对永创智能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和公司管理层

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有充分理由确信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公司披露

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永创智能提供，提供方对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永创智能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资者

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引致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5、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

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6、在与永创智能接触后到担任其独立财务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取严

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

证券欺诈问题； 

7、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永创智能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公司关

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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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内容 

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作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作为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标的股份。 

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基本面的判断，在综合考虑公司近

期股票二级市场表现，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

能力和发展前景情况下，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同时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拟回

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股份的金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不超过 6,000 万元

（含 6,000 万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

为准。 

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 10 元/每股。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的数量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按回购金额上限 6,000 万元、回

购价格上限 10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600 万股，约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37%；按回购金额下限 3,000 万元、回购

价格上限 10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00 万股，约占

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6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的六个月内（如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

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应当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1）如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提前达到最高限额 6,000 万元，

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

终止之日起提前届满。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a. 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b.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c.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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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永创智能 

证券代码 603901 

注册资本 439,389,026.00 元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九路 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九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罗邦毅 

实际控制人 吕婕、罗邦毅 

设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7 日 

联系人 张彩芹 

联系电话 0571-2805736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包装机械及其零配件、工业机器人及其成套系统、精

密仪器、非金属制品模具、包装材料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计

算机软件、自动化信息系统的研发、设计、制作及工程承包、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包装机械的

维护、修理，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废旧打包带、塑料颗粒的回收（限企

业内经营，废旧金属除外），从事进出口业务。 

公司前身永创有限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7 日，由自然人吕婕、罗冬飞、罗昌富

共同投资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2011 年 9 月 30 日，经永创有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永创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并更名为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10 月 12 日经公司创

立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1]5006 号《审计报告》所确

定的截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永创有限的净资产额 204,636,520.37 元整体变更出资设

立永创智能，股份公司注册资本 75,000,000.00 元，其余 129,636,520.37 元计入资本

公积。2011 年 10 月 10 日，天健会计师对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天健验

[2011]421 号《验资报告》。201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在浙江省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33010600003923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843 号文”核准，永创智能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2015 年 5 月 25 日，天健会计师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字[2015]13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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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5 年 5 月 25 日，公司新增股本 2,500 万股，新增股东为社会公众股股东，以

货币出资。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0,000 万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222 号文”核准，永创智能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主板挂牌上市，股票简称“永创智能”，股票代码

“603901”。 

公司自上市以来，经过增发新股和历年的转增股本，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市公司总股本为 439,389,026 元。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 

截至 2018 年 9 月 3 日，吕婕控制公司股份 171,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05%，为公司控股股东。 

2、实际控制人 

截至 2018 年 9 月 3 日，吕婕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39.05%的股份，罗邦毅先生除

直接持有公司 10.17%的股份外，同时还通过控股公司股东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 6.20%的股份。吕婕女士和罗邦毅先生系夫妻关系，二人通过直接和

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 55.42%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吕婕，女，1973 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11010619730428****，住所为

杭州市西湖区新金都城市花园嘉南苑。 

罗邦毅，男，1967 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3260319671226****，住所

为杭州市西湖区新金都城市花园嘉南苑。 

（三）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截至 2018 年 9 月 3 日，永创智能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吕婕 171,600,000 39.05 

2 罗邦毅 44,680,000 10.17 

3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27,233,70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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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天翼 18,703,241 4.26 

5 
诺德基金－招商银行－诺德基金千金 111 号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2,468,827 2.84 

6 马文奇 9,600,000 2.18 

7 
诺德基金－招商银行－诺德基金千金 134 号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8,216,958 1.87 

8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

股计划 
4,811,622 1.10 

9 陈金才 4,550,000 1.04 

10 胡志斌 1,250,700 0.28 

合计 303,115,048 68.99 

（四）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一直专注于从事包装设备及配套包装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

试与技术服务，以技术为依托为客户提供包装设备解决方案，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

未发生变化。 

公司包装设备及配套包装材料主要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化工、家用电器、

造币印钞、机械制造、仓储物流、建筑材料、金属制造、造纸印刷、图书出版等众

多领域。为了满足下游客户的旺盛需求，公司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持续丰富

完善产品种类。目前，公司包装设备产品覆盖成型装填封口系列设备、捆扎码垛缠

绕系列设备、贴标打码系列设备和智能包装生产线 4 大产品系列，为下游行业客户

提供 36 个产品种类、360 多种规格型号的包装设备，形成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公

司主要产品包括： 

类别 系列 公司产品种类 

包装设备 

成型装填封口系列设备 

真空包装机、气调包装机、枕式包装机、立式包

装机、纸箱成型机、开箱机、纸盒成型机、热收

缩机、收缩包装机、装盒机、装箱机、封箱机、

胶带封箱机、纸片装箱机、纸箱包装充填机、灌

装封口机、泡罩包装机 

捆扎码垛缠绕系列设备 

捆扎机、打包机、全自动打包机、半自动打包机、

手提打包机、堆码机、码垛机、卸箱机、卸瓶机、

缠绕机、裹包机、输送线、输送配置、库卡机器

人 

贴标打码系列设备 不干胶贴标机、热熔胶贴标机、打码贴标机 

智能包装生产线 

结合客户实际需要，为其提供各类定制化、多功

能的包装生产线，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

化工等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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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 包装带和包装膜 PP 捆扎带、PE 拉伸膜 

由于包装设备下游行业应用广泛，市场容量大，同行业内企业产品各有侧重且

普遍规模不大，市场集中度较低，行业内各企业市场占有率普遍不高。凭借较强的

设计能力和产品优势，公司紧紧抓住下游行业的应用需求，实现了包装设备收入持

续增长。 

永创智能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元） 2,411,480,950.57 2,329,259,540.87 1,721,627,252.50 1,239,693,119.3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元） 

968,576,927.19 944,121,541.80 895,704,397.87 819,681,045.46 

项目 2018 年 1 月-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元） 
752,649,093.69 1,376,648,527.98 1,005,347,833.58 900,471,123.3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

利润 

（元） 

44,679,763.11 65,848,300.57 88,676,728.87 76,202,240.54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

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元） 

39,761,691.97 56,104,270.21 70,922,312.26 69,809,182.74 

经营性活动

现金流量净

额 

（元） 

9,836,333.60 56,136,685.68 84,982,706.98 -6,587,903.74 

基本每股收

益（元） 
0.11 0.16 0.22 0.40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4.64 7.17 10.35 11.97 

注：公司 2018 年半年报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经核查，永创智能股票上市时间已满一年，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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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二）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对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司网站等公开披露信息的查询，永创智能最近一年内无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公司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

为”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4.1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69 亿元，流动资产 17.56 亿元，按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

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6,000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 2.49%、6.19%、3.42%。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

币资金余额为 2.39 亿元，货币资金充足，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 

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永创智能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

三款“回购股份实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四）回购股份后，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股份按回购金额上限 6,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0 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600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37%；按回购金

额下限 3,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0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00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6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目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439,389,026 股，若按回购股份数量 600 万股测算，本次

回购股份不会引起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亦不会对永创智能的上市地位构

成影响。同时，经核查，永创智能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不以退市为目的，

回购股份过程中，公司将维持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因此，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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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永创智能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回购的必要性分析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作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作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标

的股份。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办理。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将作为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份。公司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公司员工与所有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吸引

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

积极性，提高公司的凝聚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也有

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长期激励机制，具有必要性。 

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包含 3,000 万元），不超过

人民币 6,000 万元（包含 6,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39 亿元，货币资金充足，为公

司回购股份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在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仍可保持较高的货币资金余额，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重大

影响。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利息保障倍数为 5.40，利息保障倍数处于较高水

平；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4.1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69 亿元，本次回购资金相对公司资产规模较小，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9.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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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0.05 亿元、13.77 亿元和 7.53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76 亿元、0.89 亿元、0.66 亿元、0.45 亿元。本次回购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在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本次回购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备可行性。 

八、回购股份方案的影响分析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4.1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69 亿元，流动资产 17.56 亿元。按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

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6,000 万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 2.49%、6.19%、3.42%。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9.00 亿元、10.05 亿元、13.77 亿元和 7.53 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76 亿元、0.89 亿元、0.66 亿元、0.45 亿

元。本次回购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

生重大影响。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4.1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69 亿元，本次回购资金相对公司资产规模较小，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

力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包含 3,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包含 6,000 万元）的股份回购金额预计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向市场传递了公司管理层看好公司内在价值的信号，有利于

实现全体股东价值的回归和提升，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并进一步提升公

司价值，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回购后不会改

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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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

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永创智能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十、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尚须永创智能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作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或作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

标的股份。本次股份回购可能涉及的后续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

司尚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3、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风险。 

4、本次回购的最终回购价格、回购金额、回购数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提请广

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5、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永创智能股票的依

据。 

十一、备查文件 

1、永创智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永创智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3、永创智能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永创智能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

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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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独立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14 层 

电话：021-23219582 

传真：021-63411627 

联系人：周磊、朱屹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