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绍兴市柯桥区车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车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9 月，注册资本 500 万
元，法人代表沈哲峰。该企业经营范围为：机动车维修质量检验经营（维修质量
检验、技术等级评定检测、委托检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动车环保定期
检验；复印服务；房屋出租服务（不含房屋中介）。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
总资产 2530 万元，净资产 592 万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842
万元。
（二）绍兴市柯桥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7 月，注册资本 35000 万元，
法人代表滕建平。该企业经营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道路建设；旧城
改造；重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城市综合开发；土地综合开发利用；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广告经营；物流工程开发；实业
投资。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740.90 亿元，净资产 224.34 亿元；2021
年 1-9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2.61 亿元，净利润 1.04 亿元。
（三）绍兴市柯桥区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 月，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人代表茹建冬。该企业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重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城市综合开发；土地综合开发利用；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527.06 亿元，净资产 176.68 亿元；2021 年 1-9 月，该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 7.83 亿元，净利润 1.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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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人代表黄建国。该企业经营范围为：房屋拆迁、安置房建设、经
济适用房建设、社会公益性项目工程建设。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336.90 亿元，净资产 188.94 亿元；2021 年 1-9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6.70 亿
元，净利润 2.53 亿元。
（五）科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科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5 月，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法人代
表俞剑鑫。该企业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牲畜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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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初
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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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20 亿元，净资产 2.18 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 0.9%。
（六）绍兴市柯桥区新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新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7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法人代表陈伟。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固体废物治理；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
化肥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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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
筑垃圾处置（清运）。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5508 万元，净资产 5514
万元。
（七）绍兴市柯桥区力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力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3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法人代表陈伟。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普通石油
制品批发；非食用植物油加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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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化工产品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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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92 亿元，净资产 0.49 亿元。
（八）绍兴中国轻纺城商务总部园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绍兴中国轻纺城商务总部园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注
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人代表徐春燕。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住商房屋开发建设；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公益性项目建设及投资。以下限分公司经营：酒店管
理；停车场经营；住宿服务；健身服务；洗涤服务；会务服务；餐饮服务；食品
经营；广告发布；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
资产 1.80 亿元，净资产 0.61 亿元。
（九）绍兴市柯桥区中纺绿创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中纺绿创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注册资
本 20000 万元，法人代表吴国韬。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物业管理；自
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工程管理服务；市政
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家政服务；住房租赁；
土地整治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酒店管理；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7028 万元，净资产 4116 万元。
（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未来社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福全未来社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注册资
本 15000 万元，法人代表徐骏。该企业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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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创业空间服务；物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
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公司总资产 11.39 亿元，净资产 1.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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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绍兴市柯桥区体育中心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体育中心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注册资
本 10000 万元，法人代表包震东。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体育中心投资、建设、经
营管理。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40.49 亿元，净资产 16.58 亿元；2021
年 1-9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153 万元，净利润 258 万元。
（十二）绍兴中国轻纺城钱清轻纺原料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中国轻纺城钱清轻纺原料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7 月，注册
资本 15000 万元，法人代表许建坤。该企业经营范围为：市场开发、房地产开发
（凭资质经营）；物业管理；批发、零售：轻纺原料及产品。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公司总资产 2.04 亿元，净资产 1.10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 2649 万元。
（十三）绍兴市柯桥区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法人代表赵定国。该企业经营范围为：轨道交通工程投资、建设、运营（凭
特许批准）、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房地产开发；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除网络广告）。截至 2021 年 9 月末，
公司总资产 53.96 亿元，净资产 24.16 亿元。
（十四）绍兴市柯桥区石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石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人代表沈烨灵。该企业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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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物业管理；房屋拆迁服务；市政设施管
理；建筑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33.84 亿元，
净资产 10.63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31 亿元，净利润 0.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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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绍兴翔宇绿色包装有限公司
绍兴翔宇绿色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注册资本 5740 万美元，
法人代表马越波。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 BOPET 低热封薄膜（粉、粒
冲剂、片剂药品包装膜）、BOPET 农用多功能薄膜（包装膜、透明膜、光解膜、
多色膜、生物防治膜、保温、降温膜）；BOPET 塑料软包装多功能薄膜（包装膜、
透明膜、高阻隔膜、多色膜）；BOPET 塑料软包装多功能薄膜（转移膜、高透膜、
高阻隔膜、复合膜）；BOPET 塑料软包装多功能薄膜（高透膜、转移膜、高阻隔
膜、复合膜、FPD 光学膜、LCD 液晶显示器膜、绝缘膜、护卡膜、反光膜）。截
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5.76 亿元，净资产 20.48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6.43 亿元，净利润 3.21 亿元。
（十六）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人代表蒋铭伟。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
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鲜肉零售；鲜肉批发；鲜蛋批发；鲜蛋零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
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
水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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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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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
公司总资产 14.20 亿元，净资产 7.20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 1360.5 万元，净利润 5493.9 万元。
（十七）绍兴华通市场有限公司
绍兴华通市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5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人代表
丰春。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鲜肉批发；鲜蛋批发；水产
品批发；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果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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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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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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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67 亿元，净资产 6.40 亿元；
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0.46 亿元，净利润 0.11 亿元。
（十八）绍兴华联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
绍兴华联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9 月，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法
人代表沈冬云。该企业经营范围为：食品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图书、报
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无需前置审批的医疗器械产品、
食用农产品、日用百货、五金家电、日用化妆品、文化体育用品、轻纺原料、化
工原料、家具、服装、鞋帽、装潢材料、建筑材料（以上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
化学品外）、床上用品、针纺织品、家纺装饰用品、电子产品、电子原件、通讯
设备、照相器材、黄金、铂金、珠宝玉器、工艺品、银制品、健身器材、钟表、
儿童玩具、童车、自行车、摩托车、电瓶车；零售：书画、艺术品（除古玩）；婚
纱摄影；自有房屋租赁；水产养殖、蔬菜种植（限分支机构经营）；农产品、净
菜配送；餐饮配送服务；自制饮品制售；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9.10 亿元，净资产 27.01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24 亿元。
（十九）浙江华联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华联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法人
代表沈冬云。该企业经营范围为：零售：药品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卷烟、
雪茄烟；食品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
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家
电、洗涤用品、玻璃仪器、化妆品、金属材料、轻纺原料、化工原料、建筑材料
（以上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外）；打字复印(不含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
品印刷)；药品信息咨询、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房屋租赁、广告设计、制作。
各分公司经营范围以各分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为准。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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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资产 11.28 亿元，净资产 7.14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 6.26 亿元。
（二十）浙江华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华仁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人代
表沈冬云。该企业经营范围为：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
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
零兼营：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批
发兼零售：食品、食用农产品、消毒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食用保健品、金
属材料、轻纺原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外）、建筑材料；
道路货物运输；广告咨询；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服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公司总资产 10.54 亿元，净资产 6.31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 6.03 亿元。
（二十一）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212344.1952 万
日元，法人代表沈幼生。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五金产品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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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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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4.67 亿元，净
资产 19.94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3.59 亿元，净利润 0.74
亿元。
（二十二）浙江和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和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人
代表沈百庆。该企业经营范围为：对外实业投资；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及技
术咨询；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设计、开发、销售、安装、维修；太阳能发电站项目
开发、运行、管理；销售:电力设备；电力设备承装、承修、维护；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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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配件及再制造、五金配件、电动工具、汽车用音箱及附件；批发、零售：汽
车配件、五金配件、电动工具、汽车用音箱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33 亿元，净资产 0.56 亿
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407 万元。
（二十三）浙江天波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天波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注册资本 1800 万元，法人代表
杨元定。该企业经营范围为：货运：普通货物运输；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
物集散、货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理货）。 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
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
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房屋出租、
场地出租、停车服务、物业管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截
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17 亿元，净资产 0.40 亿元；2021 年 1-12 月，
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934 万元，净利润 350 万元。
（二十四）绍兴安途汽车转向悬架有限公司
绍兴安途汽车转向悬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0000 万
元，法人代表沈振兴。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汽车转向悬架、铣床、
汽车配件、电子、电动工具、五金机械配件、纺机门窗配件；货运：普通货物运
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公司总资产 6.23 亿元，净资产 3.96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 2.01 亿元，净利润 0.29 亿元。
（二十五）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注册资本 7000 万元，法
人代表虞阿五。该企业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批发、零售：纺织品及原料、服
装、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建材(除危险化学品
外)；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63.33 亿元，净资产 47.82 亿
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5.90 亿元，净利润 1.6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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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浙江恒晨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恒晨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注册资本 3800 万元，法人代表
戚福景。该企业经营范围为：针纺织品、毛纺织品的印染、砂洗、整理、加工；
化纤布拉毛、摇粒；纺织品涂层、烫金加工；生产、加工：化纤布、针纺织品、
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电化铝烫金纸；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除外）；标准厂房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经销：化纤布、针纺织品、
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电化铝烫金纸。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0.26
亿元，净资产 5.44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8.18 亿元，净利
润 0.40 亿元。
（二十七）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1500 万元，法
人代表虞阿五。该企业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袜子、服装、纺织面料、化纤
织品、纺织品、塑料薄膜、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实业投资；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1.01
亿元，净资产 8.58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8.01 亿元，净利
润 0.49 亿元。
（二十八）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0289.78
万元，法人代表沈祥星。该企业经营范围为：市场开发、投资管理、房屋租赁服
务、物业管理、劳动服务。经销：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
金属材料、水暖器材、机械电子产品、电器元件、五金交电。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公司总资产 6.33 亿元，净资产 4.22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 3.87 亿元，净利润 0.33 亿元。
（二十九）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9 月，注册资本 100186 万元，法
人代表邵东升。该企业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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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基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凭资质经营）。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5.2431
万元，净资产 213502 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593310 万元，
净利润 14619 万元。
（三十）绍兴柯桥现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现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人代表蔡建祥。该企业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园林古建筑工
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09 亿元，净资
产 6311.19 万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9806.46 万元，净利润
262.52 万元。
（三十一）浙江三宝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三宝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注册资本 1028 万元，法人代表
朱利丹。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自产自销
城镇绿化苗；生产、加工、销售：木制具柜（松木除外）。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养护；市政工程施工（以上凭资质经营）；生产、加工、经销：针纺织品及
原料；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
总资 9752 万元，净资产 5825 万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5118
万元，净利润 283 万元。
（三十二）绍兴霞江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霞江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 万元，法人代表
方国明。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生产、加工：纺织品、服装、电脑绣花；经销：
纺织品、轻纺原料、纺织设备配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515 万元，净资产 217 万元；2021 年 1-12 月，
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89 万元，净利润 11 万元。
（三十三）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注册资本 3310.955 万元，
法人代表周永利。该企业经营范围为：高仿真化纤及高档织物面料的印染及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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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工；家纺产品、服装的生产、加工、销售；销售：轻纺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外）；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公司总资产 13.64 亿元，净资产 8.51 亿元；2021 年 1-11 月，该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 8.82 亿元，净利润 0.83 亿元。
（三十四）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4 月，注册资本 10020 万元，法人代
表徐爱华。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经销：纺织品、服装、服饰品及原
辅材料；经销：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
公司总资产 21.80 亿元，净资产 16.85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 16.56 亿元，净利润 1.76 亿元。
（三十五）浙江艺彩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艺彩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法人代表
田建庆。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特种纱线、涤晴纱、涤粘纱、涤棉纱；
纺织品面料的印花、染色及后整理加工；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7.45 亿元，净资产 4.29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39 亿元，净利润 3169 万元。
（三十六）浙江屹男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屹男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6 月，注册资本 1100 万美元，法人代
表於建刚。该企业经营范围为：高档织物面料的印染及后整理；货运：道路货物
运输。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2.56 亿元，净资产 12.66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6.45 亿元，净利润 0.44 亿元。
（三十七）绍兴金昌大酒店有限公司
绍兴金昌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法人代
表罗国民。该企业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中型餐馆（中餐类制售，含凉菜、不
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住宿、卡拉 OK 歌舞厅（KTV 包厢 10 间）、理
发美容、棋牌（除游艺）；打字、复印(不含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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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雪茄烟。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85 亿元，净资产 1.50 亿元。
（三十八）绍兴金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金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人代表潘栋民。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销售代理。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公司总资产 1.49 亿元，净资产 0.67 亿元。
（三十九）浙江永顺窗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永顺窗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人
代表章国荣。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制造；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家
居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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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供（配）电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
公司总资产 5.36 亿元，净资产 3.44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45 亿元，净利润 812 万元。
（四十）浙江欧博特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欧博特家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568 万美元，法
人代表胡小萍。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家居用品
制造；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
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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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76 亿元，净资产 3.22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90 亿元，
净利润 681 万元。
（四十一）浙江隆生数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隆生数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12

法人代表吕秋汪。该企业经营范围为：数码纺织技术研发，数码纺织花样设计、
描稿、制版、打样；生产加工：转移印花纸、坯布印花、针纺织品、家纺产品、
床上用品；针纺织品烫金、复合；批发、零售：印花纸、印花油墨及染料（除危
险化学品）、针纺织品及原料、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机电设备；道路货
物运输；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
司总资产 9677 万元，净资产 7571 万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7503 万元，净利润 847 万元。
（四十二）浙江朗莎尔维迪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朗莎尔维迪制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注册资本 5801 万元，
法人代表顾洁萍。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服装、服饰、针纺织
品、床上用品、纺织工艺品、日用口罩（非医用口罩）；货物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53 亿元，净资产 3.24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68 亿元，净利润 1980 万元。
（四十三）浙江华港染织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港染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8 月，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法人
代表肖国英。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纺织服装、针织工艺品；印染加工；经
销：轻纺原料、化工建材、五金机械、化工染料、印染加工；纺织技术咨询；出
口本企业自产的各类纺织面料、针织品、服装；进口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3.29
亿元，净资产 1.00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26 亿元，净利
润 1280 万元。
（四十四）绍兴金麟天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金麟天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注册资本 800 万元，
法人代表顾福林。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房屋中介、房屋租赁；日用百
货批发、零售。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12 亿元，净资产 0.94 亿元；
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653 万元，净利润 3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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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浙江华港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浙江华港服饰辅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9 月，注册资本 668 万美元，法
人代表顾洪宇。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服装、服饰、针纺织品、
拉链、纽扣、商标标识、粘衬。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972 万元，
净资产 5055 万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902 万元，净利润 114
万元。
（四十六）绍兴市香满园花卉专业合作社
绍兴市香满园花卉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3 年 3 月，注册资本 1580 万元，法
人代表陈王仙。该企业经营范围为：自产自销：桂花等城镇绿化苗；组织收购、
销售成员及同类生产经营者自产的花卉、苗木；农产品种植信息咨询；为成员及
同类生产经营者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服务；经销：花卉盆景。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216 万元，净资产 1701 万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 1256 万元。
（四十七）绍兴市百花园艺有限公司
绍兴市百花园艺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9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人代
表刘嘉玲。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自产自销：桂花等城镇绿化苗；种植、销
售：花卉；承揽园林绿化工程；经销花卉工艺品；市政工程；古建园林工程；房
屋拆迁工程。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623 万元，净资产 2165 万元；
2021 年 1-11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241 万元。
（四十八）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棠棣股份经济合作社
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棠棣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于 2015 年 6 月，法人代表刘
建明 。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财
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等。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1.04 亿元，净资产 5673
万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76 万元。
（四十九）浙江力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力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7 月，注册资本 7500 万元，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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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骆越峰。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铜材、铜合金材料、光电子材料
及产品、电线电缆、电子产品、电力设备相关产品及技术服务；合金材料的研发
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除外）；批发、零
售：贵金属；实业投资。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8.76 亿元，净资产
4.67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63.16 亿元，净利润 6297.5 万
元。
（五十）浙江广大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广大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人代表
邵国芳。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铝板、铝带、铝箔、铝材及铝制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
公司总资产 4.49 亿元，净资产 2.80 亿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4.42 亿元，净利润 2907.8 万元。
（五十一）绍兴力博科新铜业有限公司
绍兴力博科新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4 月，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法人
代表鲁欣志。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铜材、铜合金材料；合金材料的
研发及技术服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2.40 亿元，净资产 1.23 亿
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9.90 亿元，净利润 1627.8 万元。
（五十二）绍兴华伦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华伦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注册资本 468 万元，法人代表
盛基林。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家用纺织品、床上
用品、服装；电脑绣花加工；批发、零售：轻纺原料；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除外）。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总资产 4510 万元，净资产 3330
元；2021 年 1-12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5651 万元，净利润 258 万元。
（五十三）绍兴众明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众明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7 月，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法人代
表郭浩均。该企业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公司总资产 10.05 亿元，净资产 4.7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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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浙江华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华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注册资本 4500 万元，法人
代表徐国权。该企业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面料纺织加工；家用纺织制成品制
造；服装制造；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辅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 5.90 亿元，净资产 3.82 亿元；2021 年 1-9 月，该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 1.84 亿元，净利润 6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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