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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为东来

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来技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负责东来技术上

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目 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

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

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

相应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

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

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署了持续督导协

议，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 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

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上市公司开

展持续督导工作。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

司违法违规事 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

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0 年度，上市公司未出现按有关规定须

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

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及其相关当事人未出

现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

保荐机构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健全

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

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

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 及募集资金

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

的程序与规则 等。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实

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上市公司的内控制

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

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 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

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及

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 

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 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

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后

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

促上市公司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

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

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情况。 

11、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

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 情

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

予以纠正。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及其相关当事人未出

现该等事项。 

12、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及其相关当事人不存

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13、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

时针对市场传 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

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 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

2020 年度，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14、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

出说明并限期 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

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 

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

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 

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该

等事项。 

15、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 

保荐机构制定了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

作计划，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

应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 对上市公司

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

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

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

公 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

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度，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需整改的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研发风险 

公司汽车售后修补涂料、汽车新车内外饰件、车身涂料以及 3C 消费电子领

域涂料等产品均系自主研发。2020 年，公司研发费用为 2,553.64 万元，占当年

营业收入 6.26%。公司未来将继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支出。但汽车涂料行业新



材料、新产品持续出现，若公司持续研发能力进步不足，不能保持创新文化，不

能跟上行业创新趋势；不能满足客户更高需求，则公司的竞争力及持续盈利能力

将会受到削弱。 

（二）业务扩张能力的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公司分支机构、营销及服务网络覆盖面将有所增加；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公司资产及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该

等业务扩张将导致公司设备技术水平提升、客户群扩展、资产规模不断增大、组

织结构趋于复杂，从而要求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如果公司组织结构、管

理制度以及包括技术研发能力、质量控制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客户管理能力等

在内的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规模增长，公司的业务扩张将受制于管理效率低下，

无法达到预期。 

（三）人力成本上升风险 

公司提供基于高分子化工材料研发的高性能涂料产品，包括汽车售后修补涂

料、新车内外饰件及车身涂料、3C 消费电子领域涂料，并全方位提供专业的现

场颜色调配、定制色漆开发、喷涂技术指导、效率提升优化等技术服务、管理服

务。因此公司研发人员、技术服务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人数较多，薪酬支

出较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 691 名员工，员工总量较大，工资

水平逐年上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公司面临人力成本

持续上升的风险。 

（四）知识产权保护风险 

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 42 项；核心技术 27 项，在研项目 15 项。上述专利、

核心技术是公司持续生产经营、保持市场竞争地位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公司已

采取专利权保护、专有技术保护措施，与相关岗位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竞

业限制协议》等，以防止核心技术的流失。公司存在知识产权被侵犯，核心技术

被泄密窃取的风险。未来，如公司不能对相关技术进行有效保护，其他企业擅自

使用上述技术，公司将会面临核心技术泄密进而造成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五）原辅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树脂、溶剂、颜填料、助剂等石化化工材料，直接材料

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在 70%左右。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会对生产成本产生

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经营业绩。报告期内，部分原料价格有所上涨。如果

经济波动，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而公司不能有效降本提效、维持产品价格

议价能力，存在毛利率下降、业绩下滑的风险。 

（六）市场需求变化风险 

公司汽车售后修补涂料收入占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到 60%以上，

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汽车售后修补涂料主要为中国汽车售后市场，汽车

保有量增长状况为影响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另外，汽车保险政策、车辆使用

频率、公共交通发展等因素将影响汽车维修率，从而对汽车售后修补涂料市场

需求产生影响。未来 5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稳定增长趋势将长期维持，汽车售

后修补涂料市场需求总体保持稳定增长。但不能排除汽车保险政策调整、车主

减少车辆使用频率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导致汽车售后修补涂料市场需求不能跟

随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甚至有所下降，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公司汽车新车内外饰件、车身涂料业务收入报告期内增速较快，是收入增长

的重要来源。而汽车制造业与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相关性较高。经济上升期，

新车销量增速加快，汽车新车内外饰件、车身涂料需求量相应增大，经济衰退期

则相反。如果未来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汽车行业整体发展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汽

车新车内外饰件、汽车车身的配套涂料使用，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七）汽车涂料市场由“油性”向“水性”转换的风险 

随着环保要求的趋严，汽车涂料行业由“油性”向“水性”的转换正在逐

步进行中。新车车身涂料方面，2018 年，在国内生产的 70%以上的乘用车和

30%以上的商用车的新车涂装（主要为色漆层）已经使用水性涂料；汽车售后

修补涂料“油性”转向“水性”的进程相比于新车车身涂料虽相对较缓，但随

着国家行业标准向低 VOC 排放转型，城市环保部门严格限制 VOC 排放，主流

汽车品牌主机厂逐渐要求授权 4S 店使用水性汽车修补涂料，且各大城市逐渐要

求市区内禁用“油性”修补涂料，预计市场将逐步增加对水性汽车修补涂料的

需求。 



公司现有产品以“油性”汽车售后修补涂料为主，主要原因是下游客户的

需求影响。目前拥有油性涂料产能 10,000 吨，水性涂料产能 2,000 吨。若未来

中国汽车售后修补涂料行业“油性”向“水性”转型加速，行业内“水性”涂

料的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公司可能面临“油性”汽车售后修补涂料销量下降，

而水性汽车售后修补涂料销量增长不能弥补，从而导致市场份额下降，带来经

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八）其他重大风险 

1、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包含具有易燃性的有机溶剂，部分涂料产品属于《危

险化学品名录》中含一级、二级易燃溶剂的油漆、辅料，因此，公司属于危险化

学品行业。如果由于产品生产、存储、运输、研发过程中的人员不当操作、不可

抗力等原因，发生安全事故后对社会公众和公司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公司将会面

临停产停工以及重大赔偿损失的风险。 

2、环保风险 

公司作为涂料生产企业，环保风险主要是生产过程产生的溶剂挥发气体和

少量滤渣、废原料桶等危险固废物。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循环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社会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家环保政策日

益完善，对化工生产企业环保要求不断提高。公司存在环保政策发生变化时，

不能及时达到相应要求，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的风险。同时，若相关环保标

准提高，公司将进一步增加环保投入，导致经营成本上涨，从而影响公司的经

营业绩。 

3、财务风险 

（1） 应收账款增加可能引发坏账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7,275.34 万元，占总资产 8.21%。虽然公司

目前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但如果由于客户经营状况变化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回

收困难，可能导致坏账增加，公司流动资产面临损失。 



（2）存货周转周期较长引发存货积压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净额为 6,332.19 万元，占期末资产 7.15%，存货周转天

数约为 90 天。在较长存货周转周期内，公司面临因技术、市场、政策等外部因

素变化或因管理不善、产品不达标等内部原因造成存货滞销的风险，导致存货积

压和跌价，公司资产流动性下降，资产质量受损。 

（3）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风险 

公司于 2014 年、2017 年及 2020 年取得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

书编号分别为 GF201431000295、GR201731000817 和 GR202031000999），有效

期均为三年。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公司于有效期内享受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

如果国家所得税相关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在有效期

满后未能顺利通过重新认定，将对公司的税后利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同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收入 407,989,125.33 467,597,639.41 -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353,311.24 81,987,208.24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622,964.89 73,908,952.38 -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292,045.96 70,148,362.52 32.99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期同比上

年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0,527,255.14 302,402,295.76 161.42 

总资产 886,212,578.79 400,603,743.50 121.22 

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期同比上年

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91 -9.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91 -9.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元/

股） 

0.77 0.82 -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5 29.99 减少 10.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44 27.04 减少 9.6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6.26 5.77 增加 0.49%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2.99%，主要原因是应

收账款降低、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公司业务活动减少，差旅费、运费等费用下

降，以及社保费用减免等影响所致。 

2、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052.73 万元，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加 161.42%，主要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募集资金所致。 

3、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 88,621.26 万元,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加 121.22%，

主要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募集资金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核心竞争力情况如下： 

（一）研发实力与创新能力 

公司核心技术从四个不同维度分析：高分子化工材料研发、涂料配方持续

优化、制造工艺长期积累、颜色调配数字化。 

1、高分子化工材料研发 

基于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行业特性，充分重视与产业链上游化工材料供应

商的资源进行协同利用和共同研发。合作模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包括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正式研发合作协议、定期联合技术研讨、共建联合实

验室、联合软件开发共享、安全环保职业培训等。 

2、涂料配方持续优化 



在汽车工业中，汽车涂料必须具备超过 15 年以上的耐候保护功能；同时，

作为大宗消费品，汽车外观颜值能够极大地提升汽车本身的商业价值。所以，

兼顾美观功能和保护功能的汽车涂料，是所有涂料行业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细分

品类之一。 

汽车涂料配方设计优化的过程，是化学科学理论与实践操作艺术的完美结

合。基础配方设计时，需要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表面化学与表

面物理、流体力学、材料力学、光学、颜色美术等理论指导；需要对一万多种

原材料充分了解、合理组合最佳搭配，每个配方数百次试验检验；需要考量各

种金属基材铝材碳纤维、塑料基材 ABS\PP\PR 等改性基材不同的附着保护特

性；需要考量使用环境、温度、湿度、喷涂流水线设计特性的不同；需要考量

漆膜成型后对抗各种天气、雨雪、鸟粪、花粉、酸雨等对漆膜持久保护，佛罗

里达 2 年暴晒试验就是验证；需要考量不同地区喷涂人员的使用习惯、客户差

异化需求、容错冗余与经济成本之间的平衡。 

涂料配方设计优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科学研发过程。东来技术水性汽车售

后修补涂料、A770 超固化风干清漆、零 VOC 水性色漆清洗溶剂技术领先全

球，其研发过程为典型代表案例。 

3、制造工艺长期积累 

涂料产品制造工艺体系不仅对产品质量影响巨大，而且提升速度只能依赖

长期积累，无法快速复制学习。东来技术多年积累的制造工艺高科技技术含

量，在色漆稳定化制造工艺、蓝相特黑等汽车售后修补涂料制备工艺得到体

现。 

4、颜色调配数字化 

不断完善基于云数据的“彩云网”大数据建设，推行基于人工智能的彩云智

能调色系统应用。传统汽车售后修补涂料颜色配方需要专人开发，成本较高，速

度较慢。东来技术成功开发彩云智能颜色系统，实现了颜色配方的自由分享、海

量计算、随时应用；并配以智能测色仪、自动调漆机等智能硬件，大大提高颜色

配方服务效率，快速降低了单位人力服务成本。 



（二） 汽车主机厂原厂认证先发优势 

汽车售后修补涂料行业，汽车厂家通行涵盖所有运营模块的全面质量体系

原厂认证准入模式，东来技术下属 onwings®/onwaves®、高飞®品牌获得了全

球大多数主流汽车品牌原厂认证或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准入资格。 

汽车主机厂售后修补涂料统采合作的一级供应商身份，是行业中等级程度

最高的合作形式。作为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东风日产、长安福特、上汽通

用、沃尔沃、林肯中国、英菲尼迪、神龙汽车、东风雷诺、北京现代摩比斯、

长安汽车、奇瑞汽车、吉利汽车、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一汽轿车、东南

汽车、宇通客车、小鹏汽车、领克汽车、蔚来汽车、东风启辰、东风裕隆、郑

州日产、爱驰汽车等汽车品牌的一级供应商，东来技术屡次获得重要客户重大

嘉奖，包括东风日产 2019 年年度优秀供应商、一汽大众 2019 年度优秀备件供

应商、宇通客车 2017 年供应商服务之星等奖项。 

行业惯例，汽车主机厂依据自身需要，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数量进行总量

管控，稳定供应商的合作预期。除非现供应商出现严重错误，或潜在供应商具

备明显优势，汽车主机厂才有可能开放新的原厂认证机会。 

东来技术汽车售后修补涂料获得原厂认证或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准入资格汽

车品牌如下： 

欧系品牌 日韩品牌 美系品牌 中国品牌 新能源 

一汽奥迪 一汽大众 

沃尔沃  东风标致 

东风雪铁龙 雷诺中

国 

东风日产 郑州日产 

英菲尼迪 北京现代 

广汽本田 广汽丰田 

广汽三菱 一汽丰田 

东风启辰 

林肯（中国） 菲亚

特克莱斯勒 长安福

特 上汽通用车工坊 

吉利汽车 领克汽车 

东风柳汽 上汽通用

五菱 奇瑞汽车 长

安汽车  一汽奔腾 

广汽传祺 东南汽车 

蔚来汽车 小鹏汽车 

爱驰汽车 

（三）商业模式创新 

2006 年起，公司定义行业特性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开始以直

销为主、分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和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模式。多年积累，形成东来

技术强大的市场网络和服务能力优势。 

其中，技术服务最为关键的工匠岗位是调色技师，需要对颜色天然敏感的

天分，和长期的严格培训。公司为汽车售后修补涂料行业调色技师提供全面系



统培训，并制定了行业等级考核标准。从 2008 年开始，东来技术每年春秋两季

组织调色技师培训考核，与汽车品牌联合、或独立颁发 8 级 3 等之等级权威证

书，成为行业调色技师技能水准的标准之一。 

（四）营销网络成熟 

截至目前，公司直销模式中，扁平化直销网络共有 9 个分公司及办事处，

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江苏、杭州、东莞、合肥、郑州等重点区域市

场。分销渠道体系覆盖区域遍布全国，深入下沉到四、五线城市。 

（五） 品牌优势 

注册商标品牌 onwings®/onwaves®、高飞®荣获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的“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获得大多数汽车品牌原厂认证，快速成为行业快中

高端市场领导品牌。 

2020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2020 年，公司研发费用为 2,553.64 万元，较上年同比减少 5.33%，研发费用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26%，与 2019 年度相比增加了 0.49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继续，坚持完善原有产品、研发新产品。新申请发

明专利 22 项，获得发明专利 7 项：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1 一种安全环保型抗溶胀塑料底漆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201611152636.3 

2 
安全环保型高质感璀璨珍珠效果漆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发明专利 201611246235.4 

3 一种水性清洗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611154008.9 

4 一种汽车内饰件用安全环保半哑光清漆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611152257.4 

5 一种高耐醇水性玻璃烤漆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710908671.1 

6 一种 3D闪烁清漆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710909780.5 

7 
一种应用于铝合金行李架的水性高光金属漆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201710910110.5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407,091,428.10 

加：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1,008,830.6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10,786.82 

减：本期募投项目投入使用金额 3,493,530.00 

减：手续费支出 211.62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404,917,303.99 

其中：专户存款余额 356,917,303.99 

      理财产品余额 48,000,000.00 

 

东来技术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朱忠敏 董事长、总经理 20,718,000 

合计 20,718,000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年度持股数未发生

增减变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

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