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瓦股份”、“发行

人”、“公司”） 

注册地址：诸暨市陶朱街道鸿程路 92 号 

注册资本：10,078.37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宝良 

有限公司设立时间：2014 年 7 月 15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2016年 9月 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307478340A 

二、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情况 

帕瓦股份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锂离子电池及原材料研发、制造、销售；

生产、销售：硫酸钠、粗氢氧化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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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帕瓦股份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三

元前驱体是生产三元正极材料的重要上游材料。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持股 5%以

上股东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帕瓦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诸暨兆远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9.84 
2 张宝 1,380.00 13.69 
3 浙江浙商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2.11 10.34 



 

 

4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贰号合伙企业 604.70 6.00 
5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4.96 
6 姚挺 500.00 4.96 
7 王宝良 500.00 4.96 

8 
苏州汇毅芯源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84.57 4.81 

9 
苏州汇毅芯源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02.33 3.99 

10 
宜宾晨道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62.82 3.60 

11 湖州源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1.72 2.20 
12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198.89 1.97 
13 上海劲邦劲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47 1.96 

14 
苏州汇毅芯源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1.41 1.80 

15 绍兴市越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25 1.60 
16 圳市慧悦成长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60.78 1.60 
17 王德友 150.00 1.49 
18 嘉兴平融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0 1.24 
19 杭州笔架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98.06 0.97 

2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汇润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2.72 0.92 

21 共青城泰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8.69 0.88 

22 
诸暨市暨阳高层次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0.63 0.80 

23 杭州金研学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 0.74 
24 诸暨恒晋融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 0.74 

25 
诸暨富华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5.00 0.74 

26 王爱明 60.00 0.60 
27 湖州全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 0.60 
28 浙江临海永强股权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0 0.50 
29 杭州浙农科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0.50 

30 
深圳市惠友创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37 0.49 

3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31 0.40 

32 杭州乐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3 0.10 
合计 10,078.37 100.00 

（一）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振宇先生和张宝先生。王振宇通过兆远投资间接持有公



 

 

司 19.84%股份，张宝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3.69%股份。 

王振宇先生，董事，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展诚建设总经理助理、浙江新蓝天园林苗木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帕瓦股份董事，同时兼任杭州蓝天园林生

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蓝天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兆远投资执行董事兼经理、浙江虹湾通航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张宝先生，董事，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冶金物

理化学专业博士，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博士后，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化学、有色资源再生与利用、

环境保护工程等。 

张宝曾任中南大学校团委书记、冶金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务，先后为中

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研究员，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韩国 KIGAM 研究院访问学者，2018 年 7 月至今，离

岗创业担任帕瓦股份董事兼总经理。 

（二）公司前五位股东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帕瓦股份前五名股东分别为兆远投资、张宝、浙商

产投、建发投资、展诚建设、王宝良、姚挺（展诚建设、王宝良、姚挺均持有公

司 4.96%股份，为公司并列第五大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兆远投资 

名称 诸暨兆远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072864967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诸暨市王家井镇市南路 148-1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振宇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7 月 4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 

2、张宝 

张宝，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830197110******，无

永久境外居留权，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博士，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博士后，主要研



 

 

究方向为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化学、有色资源再生与利用、环境保护工程等。 

张宝曾任中南大学校团委书记、冶金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务，先后为中

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研究员，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韩国 KIGAM 研究院访问学者，2018 年 7 月至今，离

岗创业担任帕瓦股份董事兼总经理。 

3、浙商产投 

名称 浙江浙商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559679480L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 178 弄-1-101 室 
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中银投资浙商产业基金管理（浙江）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96,781.74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4、建发投资 

名称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贰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349B0X5L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 号建发国际大厦 41 楼 F 单元之四 
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6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对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

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 

5、展诚建设 

名称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23629697B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陶朱街道展诚大道 68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志勇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9 月 5 日 

经营范围 

通用工业与民用建筑，装饰装潢，市政工程，地基基础施工，

建筑设备安装，钢结构安装，建筑工程设计、监理、勘察，建

筑材料的销售，建筑机械制造，建筑幕墙设计、制造、施工，

建筑外窗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园林景

观工程施工，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

门批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https://www.qcc.com/firm/b306ba144ef9f8601a724cc63c252d95.html


 

 

展经营活动） 

6、王宝良 

王宝良，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107196407******，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苏州中天新型建材制造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展诚建设副总经理、副总裁和总裁等职务；现任帕瓦

股份董事长，同时兼任长沙湘越董事、展诚投资董事，青州展诚执行董事、浙江

益心达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新天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展诚建设董事

等职务。 

7、姚挺 

姚挺，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9011197808******，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展诚建设项目负责人、兆远投资经理；现任帕

瓦股份董事，同时兼任兆远投资监事、展诚铝业董事等职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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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要求，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作

为具有保荐机构资格的证券公司，与拟上市公司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帕瓦股份”、“发行人”、“公司”）签订了《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受聘担任

帕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为保证辅导工作顺利进行，达到

预期的目标，特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以及境内上市公司的必备知识，针

对帕瓦股份的具体情况拟定本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一、辅导时间 

辅导期自海通证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

证监局”）报送备案材料后，浙江证监局进行备案登记之日起开始计算，至浙江

证监局出具监管报告之日结束，辅导期大致为 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1 月。具

体的辅导时间还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的要求以及发行人的实际情况进

行必要的调整。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公司的辅导机构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中介机构为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券商主要辅导人员为：李欢、何思远、李欣、丁秋扬、陈宁。李欢为辅导小

组组长。 

三、发行人接受辅导的人员 

帕瓦股份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 

（一）帕瓦股份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二）帕瓦股份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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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有帕瓦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四）浙江证监局及双方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内容 

根据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辅导的内容主要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各方面： 

（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及其历次演变的合法性、有效性； 

（二）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财务、资产、机构及业务系统独立完整性； 

（三）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人代表）进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培训； 

（四）督促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

基础，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实现规范运行；建立

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资、内部约束和激励制

度； 

（五）督促发行人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依照《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制度》及其他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杜绝会计虚假； 

（六）建立健全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 

（七）督促发行人实现独立运营，规范股份公司和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关系； 

（八）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

股份的股东持股变动情况是否合规； 

（九）督促发行人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

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十）其他有关需要辅导的内容。 

五、辅导方式 

辅导采用的主要方式包括：组织自学、进行集中授课与考试、问题诊断与专

业咨询、中介机构协调会、经验交流会、案例分析等。促使公司建立良好的公司

治理，形成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督促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全面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进

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使公司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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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阶段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根据辅导工作计划及其实施的需要，将整个辅导期间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21 年 8 月~2021 年 10 月；第二阶段为 2021 年 10 月~2021 年 11

月。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海通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主要就证券发行上市的基础知识、企

业上市相关财务及法律规范、募集资金投向等事项对公司进行辅导，具体如下： 

（一）讲解《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辅导的计划安排。指导公

司有关人员制定学习计划。 

（二）讲解《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刑法》相关内容。 

（三）公司的设立和演变辅导要点：1、《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有关公司设立的条款；2、公司改制和重组是否侵害原股东和债权人利益；3、

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证明，是否履行所有权转移手续；4、子公司的设立和注销；5、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情况。 

（四）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的定义和界定标准：1、如何控制与

母公司、与子公司、与合营企业、与联营企业的交易；2、明确应披露的内容—

—关联方关系的披露及关联交易的披露。 

（五）税法、税收政策和公司的纳税情况。 

（六）会计实务重点及难点的辅导，具体内容有：1、现金流量表；2、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3、债务重组；4、投资；5、合并会计报表等。 

（七）讲解《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公司章程指引》对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变

动的规定。 

（八）协助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九）协助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

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十）上市公司案例讲解。 

第二阶段 



4 

第二阶段，海通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主要就申报前各类事项对公司进行辅

导。 

（一）总结辅导工作，提出仍须改进的事项。 

（二）针对《股票发行上市辅导总结报告》的事项，进行说明和确认。 

（三）完善辅导工作底稿，以存档备查。 

（四）根据对上报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的《股票发行上市辅导总结报告》的

评估情况，讨论和确定整改方案。并根据确定的整改方案，实施最后一次跟踪辅

导和重点辅导。 

完成辅导工作后，海通证券拟于 2021 年 11 月向贵局申请辅导验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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