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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

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

受主承销商的委托，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的

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等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核查了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按照本所要求而提

供的必要文件，且已经得到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 

在审阅上述文件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的相关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意

见对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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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赖于监管机构、发行人、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

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以及相关信息公示平台公示的信息出具相应的意见。 

2、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有

效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作出本法律意

见书。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

监管机构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和指示，无论是书面的或是口头的。 

3、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除此之外，未经本所书面

许可，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或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作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 关于本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

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

有资金，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

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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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共

有 2 家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等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类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财富”或“保荐机构跟投

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15 号龙迅股份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龙迅股份员工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中金财富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 年 9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9891627F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 2666 号中国华润大厦
L4601-L4608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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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发

行人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

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三章关于“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

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

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

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中金财富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金财

富的货币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5）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

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15 号龙迅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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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

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龙迅股份员工资

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15 号龙迅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产品编码 SXW191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成立日期 2022 年 12 月 22 日 

到期日 2027 年 12 月 21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1）按照《资产管理合

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

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

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

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

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

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7）若本计划现金头寸不足或所持证券不存在活跃交易市场的，管理人有权按照

相关交易规则预留部分头寸用于支付相关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备付金

等）；8）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

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

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6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

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工。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

职级为部门经理及以上或截至 2022 年底入职公司四年以上（含四年）的核心员

工。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

件，具体名单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

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龙

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

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已完成备

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

诺函，1）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资管计划协议

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所有认

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 

（二）限售期 

根据前述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议，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获得配

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获

配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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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八条和《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

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 战略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4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30 名；1 亿股以上且不足 4 亿股的，战略投

资者应不超过 20 名；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根据《发行承

销指引第 1 号》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十八

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规模分档确定：（一）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

币 4,000 万元；（二）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

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三）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

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四）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

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在 1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20%。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为 1,731.4716 万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

例约为 2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6,925.8862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59.7206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

进行回拨。 

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发行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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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第 1 号》，中金财富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具

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中金财富初始跟投比例为

5%，即 86.5735 万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龙迅股份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同时，参与认购规模上限不超过 6,697.00万元（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六条第

（一）款、第七条和第十八条及《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

相关规定。 

三、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

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函、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关于龙迅半导体（合

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

告》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

指引第 1 号》第九条规定的以下禁止性情形：“（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

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

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

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发行

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

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

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五）除《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八条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

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其他直接或

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发

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

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

形。 

（以下无正文）  



 

 

附件：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15 号龙迅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

与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1 陈峰 董事长、总经理 1,000.00 14.93%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2 刘永跃 董事、副总经理 120.00 1.79%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3 苏进 董事、副总经理 120.00 1.79%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4 赵彧 董事会秘书 135.00 2.02%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5 夏洪锋 工程总监 280.00 4.1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邰连梁 研发总监 200.00 2.9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任殿升 研发总监 160.00 2.3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李广仁 版图部经理 160.00 2.3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郭祥浩 验证部经理 220.00 3.2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0 尹超 销售经理 180.00 2.6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1 宛铮 市场经理 160.00 2.3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周大锋 监事、测试部经理 260.00 3.8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高云云 监事、人事主管 670.00 10.00%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余存存 行政主管 580.00 8.6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5 王浩 工程师 460.00 6.8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6 陈详详 工程师 357.00 5.3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胡盛泉 工程师 265.00 3.9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8 王小龙 工程师 260.00 3.8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刘浩 工程师 240.00 3.5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0 付家喜 工程师 170.00 2.5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程子翔 工程师 150.00 2.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芮传华 工程师 120.00 1.7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3 李磊 工程师 100.00 1.4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4 彭小兵 销售总监 120.00 1.79% 

发行人子公司

深圳朗田亩半

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员工 

25 梁师勇 工程师 210.00 3.14% 

发行人子公司

深圳朗田亩半

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员工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总计 6,697.00 100.00% - - 

注 1：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15 号龙迅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权益类资管

计划，其募集资金的 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 2：以上比例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