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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市**区**产业基地 4幢 

成立时间 2009/11/25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T 

法人代表（负责人） 刘** 

注册资本 957,936,000 元 

经营期限 2009/11/25- 

核准日期 2021/07/09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员工总数 400-499人

进出口权 有 

所属行业 光电子机器及其他电子机器制造 

经营范围 

各种视窗防护屏、触控显示模组、新型显示器件及相关材料和组件的

研发和制造，从事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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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星 ※★★★★★（好）～★（坏）表示。

2.财务概况

财务年度 2021年度报告 纳税总额 40,579 万元 

营业总收入 6,343,779 万元 资产总额 70,977,302 万元 

利润总额 154,218万元 负债总额 30,448,653 万元 

净利润 162,318万元 所有者权益 40,528,649 万元 

Ⅰ 公司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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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简介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人民币） 
投资比例 

*****科技有限公司 144,056.026 15.04% 

叶** 98,411.301 10.27% 

毛** 50,639.015 5.29%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4,418.258 3.59% 

**集团有限公司 25,180.026 2.63% 

北京****有限公司 11,878.929 1.24% 

王*** 10,780.320 1.13%    

*****有限责任公司 7,482.300      0.78%   

汪*** 5,900      0.62%   

其他股东 569,190.225 59.41% 

2 企业组织结构 

董事会成员 刘**、潘**、毛**、管**、俞**、朱**、赵**、李** 

监事 张**、李**、蔡** 

经理及其他 潘** 

Ⅱ 股东情况及企业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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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标 

商标总数 10件 有效商标 10 件 

商标图案（文字） 申请日期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注册类别 

2017/5/28 样本 190****6 机械设备 

2017/5/14 图形 166****3 机械设备 

2017/4/28 图形 172****8 机械设备 

※３条以上不显示。

2.特許专利

专利数量统计 

发明公布 62件 发明授权 38件 

实用新型 73件 外观设计 0件 

合计 173件 

取得专利 

公开号 公开日期 取得专利 

CN111100****A 2020/05/05 用于玻璃面板抛光的稀土类抛光液及抛光方法 

CN1110*****A 2020/04/17 3D玻璃表面刻度的镭雕方法 

CN1110******A 2020/04/17 强效去除玻璃面板表面印刷残留污的清洗方法 

※３条以上不显示。

3.关联公司

分支机构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机关 状态 

**有限公司 91440300******7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存续 

**有限公司 91440300*****K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存续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5******6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销 

企业对外投资 

Ⅲ 企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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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注册资

本 

投资

比例 
成立日期 

法定代

表人 
企业类型 登记机关 状态 

**有限公司 91440300******7 
110,000

万元 
100% 2010/10/09 王** 

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

资) 

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

理局 

存续 

**有限公司 91440300******7K 
80,000 

万元 
100% 2011/12/30 王**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

资) 

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存续 

***(北京 )科

技有限公司 
911101*****6 

125万

元 
10% 2012/09/10 李* 

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

资) 

北京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注销 

其他关联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法定代

表人 
企业类型 登记机关 注册资本 状态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91360301******M 2018/07/09 董** 

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

独资) 

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

理局 

3,076,92.3

万元 
存续 

**集团有限公

司 
9133100272*****P 2020/12/30 王** 

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

人独资) 

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7,800 万

元 
存续 

****科技有限

公司 
913310020*****0 2008/09/10 周* 

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

独资) 

北京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3,000 万元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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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务信用记录

◆欠税

发布日期 发布单位 欠税税种 欠税余额（元） 

2021/10/01 国家税务总局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31.95 

◆纳税评级

纳税评级 

2020 A 

2．行政处罚 

处罚日期 决定文书 处罚单位 处罚事由 处罚内容 

2019/09/23 
****罚決

[2019]****号 

深圳证券

交易所 
证券交易市场失信 

对浙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

分 
※３条以上不显示。

3．诉讼记录（执行信息） 

◆诉讼记录（执行信息）

案号 （2019）浙 1002民初***号 

执行法院 浙江省***市人民法院 

立案日期 2019/12/06 

执行标的（元） 22697780 

※３条以上不显示。

4．票据公示催告 

票号 102000***** 

票据类型 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 100,000元 

出票日期 2016/12/02 

到期日 2017/06/02 

申请人 ****有限公司 

持票人 ****有限公司 

付款人 ****银行 

出票人 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原文 

申请人****（深圳）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 102000*****、金额 1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6 年 12 月 2 日、到期日期 2017 年 6 月 2 日、出票人浙
江*****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11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市**区人民法院 

Ⅳ 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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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类别 未公示 

公告日期 2017/02/27 

※３条以上不显示。

5．动产登记 

登记编号 331**********15 

登记日期 2020/05/22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状态 无效 

抵押权人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 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主债权信息 

种类 借款合同 

数额 2000万人民元 

担保范围 
主债权、违约金、为实现抵押权而发生的费用、利息、损害赔偿金、及合

同中的其他约定。 

债务人履行期限 2019-05-07 至 2022-04-28 

备考 
主合同为***字 2020 年第 012 号，设备抵押合同为***字 2020 年第 012 号

-抵押 001号

抵押物信息 

名称 正立像金属显微镜 

所有权或使用权归

属 
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状况 2台；状态良好；型号：****** 

备注 设备抵押合同为***字 2020 年第 012 号-抵押 001号 

注销信息 

日期 2022-05-06 

原因 已履行合同 

变更信息 

日期 2019-06-01 

内容 金额从 1000 万元变更为 2000 万元 

※３条以上不显示。

6．担保 

债务人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 ***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万元） 10,000 

担保起始日 2019年 7月 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T 受理号码：12345   调查日期：2021/05/11 

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调查报告仅供商业决策参考之用，不能用作诉讼依据。使用本报告所引起的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

告中之内容，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8 

担保终止日 2023年 1月 31日 

是否关联交易 否 

担保方式 2019年 7月 31日 

是否履行完毕 否 

担保类型 连带责任担保 

※３条以上不显示。

7．上市/发债企业公告 

标题 公布日 

关于****进度的公告 2022/5/7 

关于孙公司***会议的表决结果的公告 2022/5/7 

关于****事项的进展和风险提示的公告 2022/4/30 

公司关于****进展的公告 2022/4/30 

关于孙公司****会议的召开情况的公告 2022/4/30 

董事会决议公告 2022/4/28 

2021 年度监事会业务报告书 2022/4/28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的公告 2022/4/28 

董事会对于 2021年度财务报表*****事项的特别说明 2022/4/28 

2022 年度计划为*****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2/4/28 

※10 条以上不显示。

--------------------    本报告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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