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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就发行人

申请本次发行及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2019]1 号）的要求，本所就

上述问询函中涉及本所律师之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外，其它法律问题之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

律意见》的相关表述。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中的声明事项也继续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发表补

充意见如下： 

一、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1）结合最近 2 年内公司章程、协议或其

他安排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股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

提名和任命等）、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会及发行人

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等，核查马宏是否可以实质控制发行人；（2）核查发

行人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协议，其他股东是否存在控制发行人的可能

性；（3）对发行人最近 2年内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控

制权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以及上市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能否保持稳定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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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当前适用的《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发行人最近二年内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董事会会议资料、监事会会议资料、发行人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制度，

查验了发行人主要股东就发行人实际控制权问题出具的承诺，针对发行人最近二

年内实施的对外投资、重大研发项目、重大销售及采购等事宜的决策流程向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经核查，马宏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当前可以有效地对发行人实施控制，具体理由如下： 

1．根据发行人的股东持股结构，发行人持股结构较为分散，马宏的持股数

量在当前较任一其他股东而言均有较大的数量差异，在发行人股东大会依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表决权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优势地位。 

2．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马宏在发行人公司治理、经营决策、人事任免、技术研发论证方面享有优势地位，

具体表现在： 

(1) 马宏作为发行人现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相应享有对外代表发行人、主持发行人股东大会、召集并主持发行人董事会会议

等权利。 

(2) 马宏作为发行人董事会下设的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的召集委员，依据董事

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的对应工作制度规定，对发行人经营发展战略的制定享有决

定权。 

(3) 马宏作为发行人总经理依据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制定发行

人的经营方案及各项管理制度的权利、享有实施发行人日常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的

决定权、享有聘用或解聘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提议权、享有对发行人其他员工任

免的决策权。 

(4) 马宏作为发行人技术委员会召集人，在发行人论证技术研发方向时享有

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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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自 2017 年以来共召开十二次股东大会，均由发行人董事会召集。

马宏以股东身份出席了上述全部股东大会，以发行人董事长身份主持了历次会议，

并作为股东针对全部议案（需回避表决的关联交易议案除外）投票表决。经对发

行人董事会秘书访谈，发行人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中除由监事会提交的议案外，

其他议案全部由董事会及马宏个人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其中由

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均由马宏以董事长身份首先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根

据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其他股东的投票结果均与马宏一致，由马宏

直接或通过董事会间接提交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表赞成通过，无弃权或反对情况。在上述议案中涉及选举发行人董事的，除李维

诚、丛培育由其个人提名外，其他董事候选人均由马宏通过向董事会提名方式产

生，未发生其他股东或董事会另行提名，或股东、董事通过投弃权、反对票方式

不支持马宏提交的董事候选人的情形。 

4．发行人董事会自2017年以来共计召开十四次会议，均由马宏召集并主持。

上述董事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由马宏以董事长或总经理的身份起草并提交董事

会审议。根据历次董事会会议的投票结果，其他董事的投票结果均与马宏一致，

未发生董事投反对或弃权票的情形。发行人董事会在审议聘用高级管理人员过程

中，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均由马宏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实施提名并均获得董事

会审议通过。 

5．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2017 年以来的历次对外投资、重要内部制度

的制定、重大技术研发项目立项、重大采购及销售方案制定、重大人事任免均由

马宏作为总经理负责领导方案制定及实施。 

6．发行人监事会自 2017 年以来未就马宏及马宏领导下的董事会、管理层做

出的经营决策及编制的年度报告提出质疑。 

（二）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股东就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出具的声明。经

核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发行人股东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或其他基于共

同控制人的股权关系外，发行人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同时，根据除马

宏以外的发行人其他股东的持股数量以及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并根据持有发行

人股份数超过百分之三以上股东做出的承诺，除马宏以外的发行人主要股东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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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不存在谋求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诉求，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当前不存在控制发行

人的可能性。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马宏自 2017 年以来一直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在

发行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任职地位也未发生变化。当前不存在可能导致发行

人控制关系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施不会对马宏的第一大股

东地位以及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马宏以发行人当前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身份做出如下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发行及上市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人不主

动放弃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前提下，通过一切合法手段维持本人对发行人的控制权。（2）自本承诺函出具

之日起至本次发行及上市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人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不会主动放弃在发行人董事会的提名权及股东大会的表决权，不会通过委托、

协议安排或其他方式变相放弃股东权利；本人不会协助任何第三人谋求发行人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除马宏外持有发行人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均已承诺“本股东充分认可并

尊重马宏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本股东及本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

方不会通过主动增持发行人股票、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等

方式谋求对发行人的控制权。同时，本股东将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的方式支持马

宏为维持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除上述承诺事项外，发行人股

东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发行人实际控制关系的其他协议或安排，本次发行及上市

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能保持稳定。 

本所律师认为，依据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策程序及表决结果，

马宏对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均可施加重大影响。马宏对发行人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重要内部制度的执行、重大经营方针的制定、

重大日常经营行为的决策、重大技术研发项目的论证均起到决定作用。马宏当

前具有实际控制人地位，可以实质控制发行人。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情

形外，发行人股东之间当前不存在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

情形，除马宏外的其他股东当前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控制发行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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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行人最近二年未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形，当前不存在可能导致控制权

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依据发行人主要股东的承诺内容，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及

上市实施后的实际控制关系仍将保持稳定。 

 

二、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结合公司研发部门主要成员、主要专利发明人、

主要研发项目参与人、员工持股数量及变化等情况，说明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

是否恰当，最近 2 年内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答复： 

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的技术研发情况，核查了研发机构的设置、主要研发

人员的基本情况、专利技术的申请及授权信息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设有技术

委员会，统一领导技术研发部门开展相关研发工作。技术委员会的组成为马宏、

王宏臣及陈文礼，其中马宏担任技术委员会召集人。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本

所律师对核心技术人员的访谈，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的贡献及分工情况如下： 

（一）马宏：马宏作为发行人创始人、实际控制人和技术研发带头人，根据

发行人主营业务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发行人成立之初确定了以非制冷型作

为发行人于同行业内立足的产品和技术方向，并根据发行人发展中的技术特点及

整体行业的发展趋势，确定了基于氧化钒的微测辐射热计技术方案。马宏当前作

为发行人研发带头人，负责发行人技术、产品和平台的战略规划及组织管理。 

（二）王宏臣：王宏臣作为发行人早期员工、核心技术人员组建了发行人探

测器技术团队，规划并建成非制冷红外探测器、机芯组件的量产制造平台。领导

发行人技术团队开发了 35μm、25μm、20μm、17μm、14μm 和 12μm 六代非制

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关键技术，并作为发行人承接的国家十三五 “核高基”重

大专项项目负责人。王宏臣当前主要负责发行人具体技术、产品和平台的规划、

计划及组织实施。 

（三）陈文礼：陈文礼作为发行人早期员工、核心技术人员规划并建成发行

人非制冷红外芯片的制造平台，参与开发了 35μm、25μm、20μm、17μm、14

μm 和 12μm 六代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关键技术。陈文礼当前主要负责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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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核心生产流程中 MEMS 探测器的研发。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当前拥有的专利情况。经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当前

共计持有已授权专利 87 项，其中马宏、王宏臣及陈文礼作为发明人的专利数量

合计达到 56 项，占发行人专利总数的 64.37%。同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发行人自 2016 年以来围绕非制冷红外探测器产品各生产环节的技术工艺以及相

关平台建设这一核心领域启动的多个项目中，王宏臣直接负责某非制冷红外焦平

面组件项目研发工作，陈文礼直接负责高性能非制冷型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研制项

目工作，其他在研项目均在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领导下实施开发。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中马宏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

接持股68,400,000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17.7662%；王宏臣持股818,182股，

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2125%；陈文礼持股 888,312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2307%。自 2017 年以来，王宏臣及陈文礼持股数量未发生减少情况，马宏存在

对外转让发行人股份情况，但仍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认定恰当，最近 2 年内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三、发行人历史沿革中涉及人数较多的自然人股东。（1）请保荐机构及发

行人律师核查自然人股东入股发行人的原因，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历

史上自然人股东入股、退股是否按照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履行了相应程序，入

股或股权转让协议、款项收付凭证、工商登记资料等法律文件是否齐备，并抽

取一定比例的股东进行访谈；（2）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相关自然人股东

股权变动所履行程序的合法性、相关自然人股东股权变动的真实性、是否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风险、是否存在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情形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3）对于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的，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相关纠

纷对发行人控股权权属清晰稳定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方式、核查过程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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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权演变过程中涉及的85名自然人股东中的75名

进行了访谈，访谈比例为 88%，并形成了由被访谈人签署的谈话笔录。同时，本

所律师调取并查验了发行人（包括其前身烟台睿创微纳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睿创有限”）置备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全部档案，查验了与发行人自然人股

东投资或转让股权相关的协议、收付款凭证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股权演变中

涉及的自然人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入股时间 入股方式 
入股数量 

（万元/万股） 
入股原因 

是否在发行

人任职 

1 *孙仕中 2009 年 12 月 投资 10,000 代持股权 否 

2 *尚昌根 2009 年 12 月 投资 5,000 代持股权 否 

3 *方平 

2010 年 3月 股权转让 10,000 
代持股权

还原 

时任睿创有

限董事长 

2010 年 6月 增资 3,000 投资 
时任睿创有

限董事长 

2014 年 11 月 增资 1,100 投资 
时任睿创有

限董事长 

4 *彭佑霞 

2011 年 6月 股权转让 2,600 
代郑加强

投资 
否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500 
代郑加强

投资 
否 

5 马宏 

2011 年 6月 股权转让 2,600 投资 
时任睿创有

限总经理 

2014 年 7月 股权转让 2,400 投资 
时任睿创有

限总经理 

2014 年 11 月 增资 5,400 投资 
时任睿创有

限总经理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3,84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时任睿创有

限董事长兼

总经理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101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时任睿创有

限董事长兼

总经理 

2015 年 11 月 增资 330 投资 

时任睿创有

限董事长兼

总经理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5 投资 
发行人董事

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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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月 增资 98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发行人董事

长兼总经理 

6 李维诚 

2014 年 9月 股权转让 1,000 投资 否 

2014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400 投资 是 

2015 年 1月 股权转让 500 投资 是 

2016 年 4月 增资 110 投资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677.013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7 梁军 

2014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050 投资 否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200 投资 否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60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2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315.7143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8 郑加强 

2018 年 4月 股权转让 1,000 代持还原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68.831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9 石筠 

2014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750 投资 否 

2015 年 3月 股权转让 1,000 投资 否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40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36.2987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0 王君 

2014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0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2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37.142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1 方新强 

2015 年 1月 股权转让 2,10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10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02.5974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2 柴宏 2014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800 投资 否 

13 郭延春 2015 年 3月 股权转让 800 投资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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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月 增资 135.064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4 *郑霞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1,000 
变更代持

主体 
否 

15 兰有金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300 投资 否 

2017 年 4月 增资 83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50.6493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6 张蕾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24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40.5195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7 于忠荣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25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7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54.026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8 张国俊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70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18.181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19 马晓明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62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4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7.220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0 刘辉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66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1.142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1 郑康祥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191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32.2467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2 黄为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66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11.142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3 姜士兵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6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0.129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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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赵昀晖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20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12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54.026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5 马晓东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5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8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1.948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018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45 投资 否 

26 丛培育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10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7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8.7013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27 赖庆园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6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0.129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8 韩文刚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10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5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5.3247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9 熊笔锋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1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18.5714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30 赵芳彦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55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50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195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67.5325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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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江斌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349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6 年 4月 增资 15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55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70.7403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32 陈文礼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3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30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16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12.831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33 李欣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7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5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1.181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34 黄星明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30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2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7.090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35 刘岩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0 投资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7 投资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3.207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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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陈文祥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3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2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4.220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37 杨水长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3 员工入股 是 

2016 年 4月 增资 2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5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5.064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38 梁华锋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3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3.883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39 李聪科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33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30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35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16.5454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0 魏慧娟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3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5.5714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1 王宏臣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50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11.818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2 王鹏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55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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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3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11.4805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3 董珊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13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2.1948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4 孙瑞山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5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3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8.103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5 甘先锋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4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是 

2015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28 员工入股 是 

2017 年 4月 增资 4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6.077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6 周雅琴 

2016 年 3月 增资 7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10 投资 否 

2017 年 4月 增资 298 员工入股 是 

2018 年 5月 增资 63.818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是 

47 沈泉 

2016 年 4月 增资 10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6.883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48 张云峰 

2017 年 9月 股权转让 45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75.974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49 王鲁杰 2017 年 9月 股权转让 23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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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月 增资 3.883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0 沈汉波 

2017 年 9月 股权转让 12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026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1 汪滨 

2017 年 9月 股权转让 5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8.4416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2 沈坚 

2017 年 9月 股权转让 5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8.4416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3 庞彩皖 

2017 年 9月 股权转让 4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6.753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4 孙国栋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2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0.3377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5 许涌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72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21.5584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6 付鹏飞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1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857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7 卞蓉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50 间接持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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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直接

持股 

2018 年 5月 增资 8.4416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8 韩冰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2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3.3766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59 吴玉娟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5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8.4416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0 赵金隨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4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6.753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1 张定越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0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6.883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2 于沔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0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6.883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3 邵红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0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6.883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4 王鹏程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3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5.0649 资本公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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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 

65 许娟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8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3.039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6 陈红升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4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6.753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7 施桂凤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4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6.753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8 修安林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2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0.3377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69 陈斌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3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5.064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70 苏郁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2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3.3766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018 年 7月 股权转让 58 投资 否 

71 张家玮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7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1.8182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3-17 

72 李晋东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5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5.3247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018 年 7月 股权转让 102 投资 否 

73 李一君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8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3.5065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74 温利兵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2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026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75 张颖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0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6883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76 王磊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1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857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77 李素华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16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2.7013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78 陈秀丽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2 

间接持股

转为直接

持股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0.3377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79 *姚淑萍 2017 年 8月 股权转让 350 间接持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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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直接

持股 

80 曹雪梅 

2018 年 3月 赠予 350 
家庭内部

安排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59.0909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81 *王海涛 

2015 年 6月 股权转让 190 投资 否 

2016 年 4月 增资 100 投资 否 

82 李英妹 

2018 年 3月 股权转让 290 
家庭内部

安排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48.9610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2018 年 11 月 股权转让 50 投资 否 

83 由其中 

2018 年 4月 股权转让 100 投资 否 

2018 年 5月 增资 16.8831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否 

84 潘原子 2018 年 7月 股权转让 58 投资 否 

85 蔡建立 2018 年 7月 股权转让 58 投资 否 

    注：上表中标注*的股东目前已经不再持有发行人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发行人股权演变过程中涉及的自然人股东的入股及退

出程序均符合入股及退出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入股及退出过程中涉及的协议、股东大会（股东会）决议、章程修

订案、付款交割凭证齐备。 

（二）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自然人股东的访谈以及对自然人股东股权变

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全部文件的查验结果，睿创有限阶段的自然人股东变动过程均

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并按照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履行了相应的股东会批准程序，履行了工商机关登记程序。发行人阶段的自

然人股东变动过程中，以增资方式实施的自然人入股，增资行为均已按照当时适

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了股东大会批准程序，

并就增资事宜履行了工商机关登记程序；以转让方式实施的自然人入股均已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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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确的转股协议。全部入股及转让结果均记载于发行人股东名册，所履行的相

应程序及结果均合法有效。 

经全部自然人股东确认，在其实施入股及退出过程中，相关方签署了相应的

协议，且协议内容为股东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相关方均按照有关协议或其他约定

完整履行了义务。发行人及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均未发生因自然人股东入

股或退出引发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当前自然人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权属清

晰，不存在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权演变过程中涉及的自然人股东的入股及退出均

履行了法定的相应必备程序，股权演变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因此引发的争议

和纠纷。发行人当前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清晰，不存在委托持股及信托持股情

形。 

 

四、发行人历史沿革中存在多次股权代持。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1）该等股权代持的背景情况，包括代持原因、代持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否通

过代持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等；（2）该等股权代持是否彻底清理，清理过程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

发行人目前是否仍存在股份代持、信托持股等情形，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马宏与

郑加强、彭佑霞等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马宏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权属是否清晰。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方式、核查过程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股本演变过程中涉及部分股东代他人持有股

权的相关资料，包括置备于市场监督机关的档案、有关转股凭证、实际资金缴付

凭证、股东出具的说明等，并就涉及股权代持的问题向相关股东进行了访谈。经

核查，发行人历史沿革中存在的股权代持情况如下： 

1．孙仕中、尚昌根代方平持股过程及原因 

   2009 年 12 月 11 日，孙仕中及尚昌根受方平委托，分别以股东身份发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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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创有限。其中，孙仕中认缴出资 10,000 万元、尚昌根认缴出资 5,000 万元。

股东首期出资3,000万元，其中孙仕中出资2,000万元，尚昌根出资1,000万元。 

2010 年 1 月，孙仕中再次以股东名义实缴出资 4,667 万元，尚昌根以股东名义

实缴出资 2,333 万元。 2010 年 3 月 1 日，孙仕中及尚昌根分别与方平及烟台开

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简称“开发区国资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孙仕中

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已实缴出资 6,667 万元转让给方平，将其持有的认缴出资

3,333 万元转让给开发区国资公司；尚昌根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已实缴出资

3,333万元转让给方平，将其持有的认缴出资1,667万元转让给开发区国资公司。 

根据上述股东出具的相关确认文件、实际出资的资金流水凭证以及本所律师

对其实施的访谈内容，孙仕中及尚昌根名下所持有的睿创有限股权的所有权自始

归属于方平所有，对应的投资款项全部为方平提供，孙仕中和尚昌根仅为代持股

权的名义股东，未实际投入资金，所有的投资及转让行为均是根据方平的指令实

施。孙仕中、尚昌根和方平均已确认上述代持股关系，并确认代持关系自 2010

年 3 月已解除，各相关方未因股权代持行为产生任何争议和纠纷。 

根据方平就上述股权代持行为进行的说明，孙仕中、尚昌根与方平系朋友关

系。睿创有限是烟台开发区政府招商引资入烟台市设立，2009 年底，为了便于

睿创有限尽快成立，而方平仍在外地工作，因此方平选择通过孙仕中、尚昌根代

其办理了睿创有限的设立手续。在方平前往烟台工作后解除股权代持，以个人名

义直接持股。由于股权代持时间较短，各方在代持过程中未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2．彭佑霞代郑加强持股过程 

(1) 2011 年 7 月，方平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 2,600 万出资转让给彭佑霞，彭

佑霞在本次受让股权过程中并未实际支付对价，受让股权的对价实际为郑加强承

担。 

(2)  2014 年 7 月，彭佑霞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 600 万元出资转让给马宏。

本次转让股权行为系受郑加强委托实施。 

(3)  2014 年 9 月，彭佑霞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 1,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李维

诚，本次转让股权行为系受郑加强委托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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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年 1月，彭佑霞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500万元出资转让给李维诚，

本次转让股权行为系受郑加强委托实施。 

(5) 2015 年 6 月，马宏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出资转让给彭佑霞 500 万元，本

次受让股权行为系受郑加强委托实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述股东出具的相关确认文件、实际出资的资金流水

凭证以及本所律师对其实施的访谈内容，彭佑霞名下所持有的睿创有限股权的所

有权自始归属于郑加强所有，对应的投资款项全部为郑加强及其配偶提供，彭佑

霞仅为代持股权的名义股东，未实际投入资金，所有的投资及转让行为均是根据

郑加强的指令实施。彭佑霞及郑加强均已确认上述代持股关系，并确认代持关系

已解除，各相关方未因股权代持行为产生任何争议和纠纷。 

根据郑加强就上述股权代持行为进行的说明，彭佑霞系郑加强配偶曾庆红的

亲属。郑加强当时根据方平的约定受让睿创有限股权，但郑加强由于自身工作原

因无法顾及睿创有限的经营管理，故委托其亲属彭佑霞代其持有股份。由于是亲

属关系，双方在代持过程中未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3．郑霞代郑加强持股过程 

(1) 2015 年 6 月，彭佑霞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 1,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郑霞，

本次股权转让系受郑加强委托实施。 

(2) 2018 年 4 月，郑霞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1,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郑加强，

本次股权转让系受郑加强委托实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述股东出具的相关确认文件、实际出资的资金流水

凭证以及本所律师对其实施的访谈内容，郑霞受让并持有的睿创有限股权的所有

权归属于郑加强所有，在该等股权受让自彭佑霞及向郑加强转让过程中均未支付

对价。郑霞仅为代持股权的名义股东。郑霞及郑加强均已确认上述代持股关系，

并确认代持关系已解除，各相关方未因股权代持行为产生任何争议和纠纷。 

根据郑加强就上述股权代持行为进行的说明，郑霞系郑加强的妹妹，代持股

权由彭佑霞转郑霞持有的原因系家庭内部的安排，因此通过转郑霞代持的方式解

除了与彭佑霞的股权代持关系，整个过程并未签署代持协议。2018 年 4 月，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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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已不再原单位任职，因此决定恢复个人的股东地位，即通过受让方式受让郑

霞所持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代持行为不存在通过代持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二）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历史沿革中股权代持各相关方访谈的结果，方

平及其股权代持人孙仕中、尚昌根，郑加强及其股权代持人彭佑霞、郑霞均已确

认原存在各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已终止，原有股权代持及解除代持关系的过程

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解除代持过程所采用的转让股权方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在上述股权代持关系形成及解除过程中涉及的睿创有限其他股东未对代持

行为提出异议和争议，前述股权代持及解除代持过程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当前的股东名册，查验了全体股东入股的资金

凭证及协议等资料，并就发行人当前股东所持股权的所有权是否清晰事宜对发行

人全体股东实施了核查。经核查，发行人股东当前所持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不

存在股份代持、信托持股等情形。 

（四）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马宏与郑加强、彭佑霞的访谈，上

述人员均确认，除已披露情形外，马宏及郑加强、彭佑霞不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同时，马宏已承诺其直接持有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所有权均无争议，所持

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行为不存在通过代持规避相

关法律法规的情形。该等股权代持关系已清理完毕，代持关系清理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清理过程系代持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争议或潜在

纠纷。发行人当前的股权结构清晰，不存在股份代持、信托持股情况。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就所持股份所有权不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五、对于发行人申报前一年内通过增资或股权转让引入的新股东，请保荐机

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相关股东的基本情况、引入新股东的原因，有关股权转让

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新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负责人及其签字人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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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新股东

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 

答复： 

（一）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于 2018 年度内新增股东的情况，包括新增股

东的持股资格、入股方式、资金往来凭证、与新股东相关的发行人股东大会文件

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在 2018 年度内的新增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入股时间 

入股

方式 

入股单价

（元） 
转让方 

入股原

因 

1 曹雪梅 2018年 3月 赠予 - 姚淑萍 

家庭内

部投资

安排 

2 李英妹 

2018年 3月 受让 2.77 王海涛 

家庭内

部投资

安排 

2018年 11月 受让 10 张云峰 投资 

3 郑加强 2018年 4月 受让 - 郑霞 
解除代

持 

4 由其中 2018年 4月 受让 10 马宏 投资 

5 潘原子 2018年 7月 受让 8.56 

上海标润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投资 

6 蔡建立 2018年 7月 受让 8.56 

上海标润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投资 

7 苏郁 2018年 7月 受让 8.56 张云峰 投资 

8 李晋东 2018年 7月 受让 8.56 张云峰 投资 

9 马晓东 2018年11月 受让 10 张云峰 投资 

10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增资 

10 

- 投资 

2018年11月 10 

11 
安吉鼎集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2018年 4月 增资 10 -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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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12 

青岛中普舫瀛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2018 年 4月 增资 10 - 

投资 

2018 年 7月 受让 8.56 

上海标润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3 
安吉鼎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18 年 7月 受让 8.56 

上海标润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投资 

14 

华控科工（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18 年 4月 

增资 

10 

- 投资 

2018年 12月 10 

15 

石河子市四方达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18 年 4月 增资 10 - 投资 

16 

华控湖北科工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018 年 4月 

增资 

10 

- 投资 

2018年 12月 10 

17 

南靖互兴厚力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18 年 4月 

增资 

10 

- 投资 

2018年 12月 10 

18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

产业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有限合伙） 

2018年 12月 增资 10 - 投资 

19 
北京华控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2018年 12月 增资 10 - 投资 

20 

潍坊高精尖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18年 12月 增资 10 - 投资 

发行人上述一年内新增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郑加强 

郑加强：男，汉族，1968 年出生，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铁医路 1 号****，

身份证号为 1101081968********。 

郑加强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11,688,312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3.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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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雪梅 

曹雪梅：女，汉族，1967 年出生，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万泉新新家园

****，身份证号为 1101081967********。 

曹雪梅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4,090,909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0626%。 

3．李英妹 

李英妹：女，汉族，1950 年出生，住址为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城东居委会

文化北路****，身份证号为 4600271950********。 

李英妹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3,889,61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0103%。 

4．苏郁 

苏郁：女，汉族，1974 年出生，住址为济南市槐荫区经二路 555 号****，

身份证号为 3701041974********。 

苏郁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813,766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2114%。 

5．李晋东 

李晋东：男，汉族，1968 年出生，住址为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青州街****，身份证号为 3706201968********。 

李晋东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2,773,247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7203%。 

6．马晓东 

马晓东：男，汉族，1970 年出生，住址为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 13 号

****，身份证号为 5301111970********。 

马晓东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2,969,48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7713%。 

7．由其中 

由其中：男，汉族，1969 年出生，住址为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和合胡同****，

身份证号为 3706021969********。 

由其中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1,168,831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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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潘原子 

潘原子：男，汉族，1984 年出生，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6 号二

区****，身份证号为 1101081984********。 

潘原子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580,00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1506%。 

9．蔡建立 

蔡建立：男，汉族，1967 年出生，住址为杭州市下城区利兹城市公寓****，

身份证号为 3301061967********。 

蔡建立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580,00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1506%。 

10．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8 月 25

日，目前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5226118E），注册资本为 542,090.1882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倪泽望，

住址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B 区 。经营范围为创业投

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

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受托管理投资基

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

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策划；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

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

及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52,843.407 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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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8,418.6696 20.00 

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543.80 10.80 

4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69,350.3415 12.79 

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269.5179 5.03 

6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26,520.1015 4.89 

7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26,520.1015 4.89 

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9,911.1101 3.67 

9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17,953.0529 3.31 

10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13,253.1829 2.44 

11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12,651.0909 2.33 

12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7,590.6789 1.40 

1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265.1335 0.23 

合计 542,090.1882 100 

根据深创投的说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

务没有关联。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21,688,312 股，占发行

人股本总额的 5.6333%。 

11．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目前持有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523MA28C51G40），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蓝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住址为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安吉中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5 室。经

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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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出资比例（%） 

1 
杭州蓝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 普通合伙人 0.01 

2 李君 3,040 有限合伙人 60.79 

3 吴宇丹 990 有限合伙人 19.80 

4 王瑞峰 260 有限合伙人 5.20 

5 徐宏伟 210 有限合伙人 4.20 

6 丛方妮 300 有限合伙人 6.00 

7 徐伟国 200 有限合伙人 4.00 

合计 5,001    100 

根据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说明，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戴良本。 

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5,844,156 股，占

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5180%。 

12．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5 日，目前持有莱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0285MA3MK5718P），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青岛老城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住址为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杭州路 19 号。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

进行投资，投资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非证券类业

务）（以上项目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并依据金融办、中

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银监局、保监局、证监局、公安局、商务局颁发的

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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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出资比例（%） 

1 
青岛老城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43 普通合伙人 0.31 

2 
青岛街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481.52 有限合伙人 99.69 

合计 6501.95  100 

根据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说明，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张斌。 

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5,845,325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5183%。 

13．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目前持有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523350213524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浙江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址为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 1004 室 。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1 
浙江荣盛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905 普通合伙人 62.14 

2 金群伟 1,200 有限合伙人 25.67 

3 徐宏伟 470 有限合伙人 10.05 

4 柯韶峰 60 有限合伙人 1.28 

5 雷方俣 40 有限合伙人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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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675  100 

根据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说明，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李水荣。 

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4,670,000 股，占

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2130%。 

14．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

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目前持有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423712），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址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

商务中心三号办公楼 876 室。经营范围为私募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1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普通合伙人 0.08 

2 

华控创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100 有限合伙人 40.08 

3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有限合伙人 16.00 

4 
嘉兴华控卓宇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00 有限合伙人 13.76 

5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有限合伙人 8.00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清联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40 有限合伙人 1.55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华毅尚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0 有限合伙人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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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尚浦产投发展（横琴）有限公司 25,000 有限合伙人 20 

合计 125,000  100 

根据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说明，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实

际控制人为张扬。 

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

有发行人股票 4,461,429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1588%。 

15．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

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目前持有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328771159C），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宋向阳，

住址为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37 号 3-105 室。经营范围为从事对非上市企

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出资比例（%） 

1 宋向阳 1,500.00 普通合伙人 50.00 

2 何仁贵 500.00 有限合伙人 16.67 

3 李冬青 500.00 有限合伙人 16.67 

4 孙辉 500.00 有限合伙人 16.67 

合计 3,000  100 

根据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说明，石河子市四方

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宋向阳。 

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2,337,662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6072%。 

16．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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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目前持有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0MA48XQYD53），住址为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贺胜金融小镇

叶挺大道特 1号。经营范围为私募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1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普通合伙人 0.10 

2 

华控成长（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600 有限合伙人 30.60 

3 
深圳前海淮泊方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00 有限合伙人 30.00 

4 
湖北咸宁清海长江新兴产业基金

（有限合伙） 
10,000 有限合伙人 10.00 

5 
福建省黑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000 有限合伙人 10.00 

6 
苏州元聚华控防务二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有限合伙人 10.00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清联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60 有限合伙人 8.06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华毅尚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0 有限合伙人 1.14 

9 湖北华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 有限合伙人 0.10 

合计 100,000  100 

根据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说明，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张扬。 

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3,282,727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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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目前持有福建省南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7MA31GW8GXM），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前海互兴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址为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山城镇江滨路邮政综合楼三楼

301-9。经营范围为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1 深圳前海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10 普通合伙人 0.01 

2 陈艺 2,000 有限合伙人 99.99 

合计 2,000.10  100 

根据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说明，南靖互兴厚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陈继宏。 

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2,168,831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5633%。 

18．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目前持有顺义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000MA0088QAXM），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投创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址为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 6 号楼 4-68。经营范围为非证券业

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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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1 国投创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普通合伙人 0.56 

2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690,000 有限合伙人 38.6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25,000 有限合伙人 12.61 

4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200,000 有限合伙人 11.20 

5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0,000 有限合伙人 11.20 

6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0,000 有限合伙人 11.20 

7 北京顺义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100,000 有限合伙人 5.60 

8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有限合伙人 5.60 

9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50,000 有限合伙人 2.80 

10 杭州和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有限合伙人 0.56 

合计 1,785,000  100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8,000,00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2.0779%。 

19．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目前持有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19HMR4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华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址为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甲 19 号院 9号楼 01 层 103-6 号。经营范围为非证券业务的

投资、投资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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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1 北京华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500 普通合伙人 1.00 

2 

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7,600 有限合伙人 25.07 

3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 
37,500 有限合伙人 25.00 

4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开元二期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30,000 有限合伙人 20.00 

5 
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8,400 有限合伙人 12.27 

6 
上海上汽中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828 有限合伙人 6.55 

7 
台州尚颀颀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172 有限合伙人 3.45 

8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浩泽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5,000 有限合伙人 3.33 

9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有限合伙人 3.33 

合计 150,000  100 

根据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说明，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张扬。 

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3,150,000 股，占

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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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成立

于2017年 5月16日，目前持有潍坊市坊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MA3DNFBN9P），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念青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址为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凰街 39 号幢 3 号。经营范围

为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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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合伙人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1 北京念青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普通合伙人 0.60 

2 
潍坊市今心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7,000 有限合伙人 42.17 

3 潍坊凤翔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00 有限合伙人 24.10 

4 北京空港天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 有限合伙人 18.07 

5 
湖州冉源腾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 有限合伙人 9.04 

6 北京开源泰克机械有限公司 1,000 有限合伙人 6.02 

合计 16,600  100 

根据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说明，潍坊高精尖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实际控制人为刘均。 

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发行人股票

1,000,00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0.2597%。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新增股东均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具备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法定条件，其当前具有的发行人股东身份合法有效。 

（二）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董事长及最近一年内新增发行人股份的股东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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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访谈。经核查，发行人在最近一年内通过采取增资方式引入股东的原因系

基于发行人对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需增加资本以满足未来的经营需求。最近一

年内认购发行人新增股份的股东认购发行人股份的原因系基于对发行人业绩持

续向好的判断而实施的价值投资。最近一年内对外转让发行人股份的股东主要系

为了解决自身的资金需求，受让发行人股份的股东之受让目的主要是基于发行人

未来业绩持续向好的判断而实施的价值投资。 

（三）本所律师查验了前述通过受让发行人股份方式成为发行人股东的相

关股份转让协议以及受让对价支付凭证。经核查，除郑霞向郑加强转让发行人股

份系双方解除代持关系而未约定对价支付外，其他通过转让方式受让发行人股份

的股东均与转让方签署了相应的股份转让协议。经对该等转让双方进行访谈的结

果，该等股份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股份转让行为均已实施完毕，不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根据发行人最近一年新增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声明，发行人申报前一年引入的新股东与发行

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中介机构负责人及

其签字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

排。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申报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最近一年内通过增资或股权

转让引入的新股东均具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股东资格。其通过增资或股权转

让方式成为股东的过程合法有效，且为发行人或股权转让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不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新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中介机构和签字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

委托关系、信托关系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 

 

六、招股说明书披露，烟台深源、烟台赫几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马宏分

别持有烟台深源 24.85%的权益，持有烟台赫几 8.10%的权益。请保荐机构及发

行人律师核查：（1）该等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人员构成、员工减持承诺情况、

规范运行情况，以及是否符合《问答》第十一条的要求；（2）马宏是否可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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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烟台深源、烟台赫几，该等持股平台的股份锁定安排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本所的有关规定；（3）公司自然人股东是否均为公司员工，部分员工直接持股

并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股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一）本所律师查验了烟台深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烟台深源”）

及烟台赫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赫几”）置备于市场监督管

理机关的档案信息，查验了上述企业的合伙人身份信息及与发行人之间存在法律

效力的合同等资料。经核查，烟台深源、烟台赫几均为发行人设立的员工持股平

台，其合伙人均为发行人及子公司员工。 

1．烟台深源及烟台赫几的合伙人结构 

(1) 烟台深源的合伙人构成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姓名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职务 

1 姜倡 37.00  普通合伙人 16.30% 发行人行政总监 

2 马宏 56.40  有限合伙人 24.85% 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3 张群 30.00  有限合伙人 13.2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4 于春英 22.00  有限合伙人 9.69% 发行人部门副经理 

5 欧阳菲 15.00  有限合伙人 6.61%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部门主管 

6 张晓琳 12.00  有限合伙人 5.29%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专员  

7 姚子鹏 8.00  有限合伙人 3.5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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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连波 6.00  有限合伙人 2.64%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9 刘冬梅 5.00  有限合伙人 2.20%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主管 

10 李静波 4.60  有限合伙人 2.03%  发行人工作人员 

11 孙丽美 4.00  有限合伙人 1.76%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员 

12 陈晓艳 4.00  有限合伙人 1.76%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物料管理员 

13 由新 3.00  有限合伙人 1.32%  发行人后勤主管 

14 孟刚 3.00  有限合伙人 1.3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检验员 

15 刘强 3.00  有限合伙人 1.3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部门副总监 

16 盛梅 2.50  有限合伙人 1.11%  发行人部门主管 

17 刘敏 2.00  有限合伙人 0.88%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18 孔凡兴 2.00  有限合伙人 0.88%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操作员 

19 李少莉 2.00  有限合伙人 0.88%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员 

20 刘建宝 2.00  有限合伙人 0.88%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员 

21 于明洋 2.00  有限合伙人 0.88%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22 刘立春 1.00  有限合伙人 0.44%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部门副经理 

23 于梅 0.50  有限合伙人 0.22%  发行人仓库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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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27  100%  

(2) 烟台赫几的合伙人构成如下表： 

序号 合伙人姓名 投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投资比例 职务 

1 江斌 8.84 普通合伙人 2.75% 
发行人董事；成都英飞

睿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2 赵培 52.00 有限合伙人 16.19% 
无锡奥夫特光学技术有

限公司总监 

3 杨琳 26.00 有限合伙人 8.10% 
无锡英菲感知技术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4 马宏 26.00 有限合伙人 8.10%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 

5 向思桦 23.40 有限合伙人 7.29% 
成都英飞睿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6 孙同波 18.20 有限合伙人 5.67%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产品线主管 

7 曹仕俊 15.60 有限合伙人 4.86%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8 冷利 14.30 有限合伙人 4.45% 发行人厂务主管 

9 张勇 10.40 有限合伙人 3.24%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产品线主管 

10 李辉 10.40 有限合伙人 3.24% 
苏州睿新微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工程师 

11 胡志平 10.40 有限合伙人 3.24%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部门总监 

12 戚栋栋 9.10 有限合伙人 2.83%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部门主管 

13 牟道禄 9.10 有限合伙人 2.83%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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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康萌萌 7.80 有限合伙人 2.43%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15 沈良辉 6.50 有限合伙人 2.0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16 秦旖旎 6.50 有限合伙人 2.0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17 杨云 5.85 有限合伙人 1.8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18 徐莹 5.20 有限合伙人 1.62% 发行人部门主管 

19 郭涛 5.20 有限合伙人 1.6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20 王帅 5.20 有限合伙人 1.62%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工程师 

21 公衍刚 5.20 有限合伙人 1.6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品质总监 

22 马彦静 3.90 有限合伙人 1.2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23 张朋辉 3.90 有限合伙人 1.2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主管 

24 俞白军 3.90 有限合伙人 1.21% 
苏州睿新微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工程师 

25 李鸣浩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26 孙承阳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27 杨秀武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28 张军德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29 吕永文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30 石瑞生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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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齐亚鲁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32 夏文涛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师 

33 赵福 2.60 有限合伙人 0.81% 
无锡英菲感知技术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 

34 孙中华 1.30 有限合伙人 0.40%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工程师 

35 阎宏宏 0.91 有限合伙人 0.28%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线长 

36 王浪静 0.65 有限合伙人 0.20% 发行人部门助理 

37 刘秋梅 0.65 有限合伙人 0.20%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部门代主管 

38 郑丽华 0.65 有限合伙人 0.20%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运维专员 

39 刘建钢 0.39 有限合伙人 0.12% 发行人行政部工作人员 

40 张欣 0.26 有限合伙人 0.08% 发行人行政部工作人员 

合计 321.10  100%  

2．本所律师查验了烟台深源及其合伙人、烟台赫几及其合伙人分别就减持

发行人股份及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事宜出具的承诺。经核查，上述合伙

企业已分别出具承诺如下： 

(1) 烟台深源、烟台赫几就减持发行人股份事宜分别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

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

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单位出售股票收益归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3-43 

公司所有，本单位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单

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公司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单位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单位其他报酬时直接

扣除相应款项。”。 

(2) 烟台深源、烟台赫几除马宏、江斌以外的合伙人分别就减持在合伙企业

中的财产份额事宜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本人在烟台深源/

烟台赫几中对应享有的合伙人权益。 

（2）本人作为烟台赫几/烟台深源合伙人期间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与其

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不利用知悉公司相关信息的优势侵害

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 

（3）如本人因离职、退休等原因不再于发行人处任职的，本人所间接持有

的股份按照本人与发行人之《劳动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烟台赫几/烟台深源《合

伙协议》的约定方式处置。 

（4）如以上承诺事项未被遵守，则本人因违反承诺所获收益将归属于发行

人所有，本人将在 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向烟台深

源/烟台赫几分红时对应扣减本人应获分红款项。” 

(3) 烟台深源、烟台赫几合伙人马宏就减持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事宜承

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本人在烟台深源投

资中心及烟台赫几中对应享有的合伙人权益。 

（2）本人任职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对外转让的烟台

深源或烟台赫几财产份额不超过本人所持全部份额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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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人作为烟台深源及烟台赫几合伙人期间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与

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不利用知悉公司相关信息的优势侵

害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 

（4）如本人因离职、退休等原因不再于发行人处任职的，本人所间接持有

的股份按照本人与发行人之《劳动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烟台深源及烟台赫几《合

伙协议》的约定方式处置。 

（5）如以上承诺事项未被遵守，则本人因违反承诺所获收益将归属于发行

人所有，本人将在 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向烟台深

源或烟台赫几分红时对应扣减本人应获分红款项。”。 

(4) 烟台赫几合伙人江斌就减持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事宜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本人在烟台赫几中

对应享有的合伙人权益。 

（2）本人任职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对外转让的烟台

赫几财产份额不超过本人所持全部份额的 25%。 

（3）本人作为烟台赫几合伙人期间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与其他投资者

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不利用知悉公司相关信息的优势侵害其他投资

者合法权益。 

（4）如本人因离职、退休等原因不再于发行人处任职的，本人所间接持有

的股份按照本人与发行人之《劳动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烟台赫几《合伙协议》

的约定方式处置。 

（5）如以上承诺事项未被遵守，则本人因违反承诺所获收益将归属于发行

人所有，本人将在 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向烟台赫

几分红时对应扣减本人应获分红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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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本所律师核查，烟台赫几、烟台深源为发行人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

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除对发行人实施投资外，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其自设立

后的运营情况符合其对应的《合伙协议》的约定，不存在因开展违法经营或其他

违法活动而受到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4．经本所律师核查，烟台深源及烟台赫几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十一条规定的首发申报前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应当符合的

要求： 

(1) 本所律师调取了烟台深源及烟台赫几置备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档案，

查验了相关合伙协议，并对部分合伙人进行了访谈。经核查，烟台赫几、烟台深

源的设立已经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决策程序。烟台赫几、

烟台深源的合伙人均为自愿入伙的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员工，不存在以摊派、强行

分配等方式强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2) 根据烟台赫几、烟台深源之合伙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入伙

烟台深源、烟台赫几的发行人员工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

不存在利用知悉发行人相关信息的优势侵害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烟台深

源、烟台赫几全部合伙人均以货币出资，并均已缴纳完毕。 

(3) 本所律师查阅了烟台赫几、烟台深源的《合伙协议》及各合伙人出具的

承诺。经核查，烟台深源及烟台赫几的《合伙协议》对于持股平台的内部份额流

转、退出机制及股权管理机制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参与入伙的员工均已就离职、

退休等原因离职于发行人的，按照相关协议及《合伙协议》约定处置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权益。 

（二）本所律师查阅了烟台赫几、烟台深源的合伙人分别签署的《合伙协议》，

并对上述合伙企业当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马宏分别进行了访谈。经核查，烟台

深源、烟台赫几的《合伙协议》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制

定，其中明确约定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经

营决策，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马宏作为烟台深源、烟台赫几

的有限合伙人，无法控制上述合伙企业。 

本所律师查阅了烟台深源及烟台赫几就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事宜出具对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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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烟台深源、烟台赫几就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事宜做

出的承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

相关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员工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如下表：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所任职务 

1 马宏 68,400,000 17.7662%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 

2 江斌 4,897,403 1.2721% 
发行人董事、成都英飞睿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 

3 赵芳彦 4,675,325 1.2144%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4 周雅琴 4,418,182 1.1476% 发行人财务总监 

5 熊笔锋 1,285,714 0.3340% 
无锡奥夫特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6 李聪科 1,145,454 0.2975% 
苏州睿新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7 陈文礼 888,312 0.2307% 
发行人副总经理；无锡英菲感知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8 王宏臣 818,182 0.2125%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烟台艾

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9 王鹏 794,805 0.2064% 
无锡英菲感知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10 孙瑞山 561,039 0.1457% 
无锡英菲感知技术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11 黄星明 490,909 0.1275% 
合肥英睿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 甘先锋 420,779 0.1093% 
无锡英菲感知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13 魏慧娟 385,714 0.1002% 
苏州睿新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主管 

14 杨水长 350,649 0.0911% 发行人部门经理 

15 陈文祥 292,208 0.0759%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 梁华锋 268,831 0.0698% 
苏州睿新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经理 

17 刘岩 222,078 0.0577%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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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董珊 151,948 0.0395% 
无锡英菲感知技术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除上述自然人股东以外，其余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均不是发行人员工。 

经本所律师核查，烟台深源、烟台赫几的合伙人中，烟台深源、烟台赫几的

有限合伙人马宏、烟台赫几之普通合伙人江斌均存在同时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情形。根据马宏及江斌出具的说明，马宏及江斌在烟台深源和烟台赫几中占有财

产份额的原因系上述员工持股平台在设立之初，其合伙人中存在非员工情况，为

了保证合伙企业管理的稳定及可控，马宏及江斌作为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参与合伙企业的设立过程，并分别成为烟台深源和烟台赫几的合伙人。同时，

2018 年 10 月及 2019 年 1 月，烟台赫几原合伙人侯莅聪、邱栋分别对外转让其

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马宏通过受让方式成为烟台赫几的合伙人。 

本所律师认为，烟台深源、烟台赫几作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其合伙

人构成、员工减持承诺及规范运行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上市审核问答》第十一条的规定。烟台深源、烟台赫几作为有限合伙企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及自身合伙协议约定开展经营管理活

动，马宏当前作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无权从法律上实现对合伙企业的控制。

烟台深源、烟台赫几的股份锁定安排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行人部分员工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并通过烟台深源、

烟台赫几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会导致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存在给本次发行及上市构成法律

障碍的情形。 

 

七、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1）发行人历史沿革中是否存在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的对赌协议，如存在，请说明对赌协议

的内容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触发对赌协议生效的情形，对赌各方是否存在纠

纷或潜在纠纷；（2）如存在对赌协议，请说明发行人是否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

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对赌协议是否与市值挂钩，是否存

在严重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或者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3）发

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股权基金，是否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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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发行人股东穿透后的人数是否超过 200 人。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方式、核查过程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所律师调取并查阅了发行人置备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档案，就发

行人与其股东、发行人股东之间已签署的协议进行了查验，并就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对赌事宜访谈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

宏。经核查，发行人与其股东、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未签署对赌协议，

当前各方已签署的生效文件中不存在对赌条款。 

（二）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的规定，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

址（http://www.amac.org.cn/）对发行人全部非自然人股东是否属于私募股权

基金，是否办理了私募股权基金登记备案事宜进行了检索。经核查，发行人当前

非自然人股东中，除烟台深源、烟台赫几、开发区国资公司、上海标润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的其他股

东均为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

基金，具体情况如下： 

1．深圳合建新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合建新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建新源”）的基金

备案时间为 2017 年 5 月，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S9380，基金管理人为中核全联

投资基金。 

2．深圳中合全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中合全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合全联”）的基金

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9 月，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EN776，基金管理人为北京中核

全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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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4 年 4 月，私募基金备

案编号为 P1000284，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深圳市信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信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6 年 5 月，私

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H0741，基金管理人为上海信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吉鼎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6 月，私募

基金备案编号为 SCT678，基金管理人为杭州蓝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中普舫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EZ265，基金管理人为青岛老城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吉鼎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私募

基金备案编号为 SEM050，基金管理人为浙江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

备案时间为 2017 年 8 月，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W6905，基金管理人为霍尔果斯

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Y2269，基金管理人为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靖互兴厚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6

月，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CZ948，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前海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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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7 年 3 月，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M5848，基金管理人为国投创合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2．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6 月，私募

基金备案编号为 SCV886，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华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3．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备案时间为 2017 年

年 6 月，私募基金备案编号为 ST8134，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元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除上述经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发行人其他非自然人股东中烟台深源、

烟台赫几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开发区国资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上海标润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石河子市四方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投

资发行人外，未从事其他投资业务，且其均已承诺投资发行人的资金为其合伙人

依据其合伙协议缴纳的自有资金，不存在利用对外募集资金并投资发行人的情形。 

（三）本所律师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规定对发行人的

当前股东进行了穿透核查，核查标准为穿透至自然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经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及上市公司。经核查，发行人股东穿透后的持股情况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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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实施股东穿透后的人数未超过 200 人，不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擅自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股东之间，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对赌关系。发行人股东存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均依照相关

规定在中国证券业投资基金协会办理了相应登记备案。经穿透核查后，发行人

的股东未超过 200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构成擅自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八、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应缴未缴社会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如存在，请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应缴未缴的具体情

况、形成原因及补缴安排，补缴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构成的影响，并揭示相关风

险。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该等情形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在 2016、2017、2018 年度内为其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查验了包括缴费凭证及征收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等资料。

经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员工中除 3 名为退休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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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无需缴纳、27 名为当月新入职员工的缴纳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43 名新入

职员工材料未交未能及时办理公积金增员、14 名为在校实习人员无需缴纳情形

外，均已依法缴纳了相应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人员中新入职人员的缴纳手续已办理完毕，

已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主管单位均已出具确认

文件，确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为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不存在因

欠缴导致的行政处罚情形。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马宏已出具承诺，确认“自发行人设立之日起至其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期间，因发行人为员工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而被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求补缴的，或因未及时足额缴

纳员工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款项被处以罚款或遭受其他经济损失，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宏承诺全额承担补缴该等费用的款项，或向发行人进行等

额补偿，以保证发行人及发行人上市后的中小股东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为其员工办理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的缴纳，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比例符合地方

有关规定；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管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部门出具的证明

文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可以有效保证发行人不会因员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缴纳问题而遭致损失。 

 

九、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改制、历次股权转让、未分配利润

转增股本时，马宏缴纳相应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如未缴纳的，请发行人在招股

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欠缴税款的具体情况、原因及可能导致被迫缴的风险，请保

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就该等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就马宏在发行人股权演变及利润分配过程中是否应承担缴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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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义务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查验了马宏实施的历次股权转让的协议、凭证及

完税证明、作为睿创有限整体变更为发行人依据的审计报告、睿创有限及发行人

实施利润分配的记录等资料。经核查，睿创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

不存在将睿创有限可分配利润转增发行人股本的情形。睿创有限及发行人历史上

不存在利润分配或可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上述情况均不构成马宏个人需缴

纳所得税的条件。马宏在对外转让睿创有限出资及发行人股份过程中，存在以下

溢价转让且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 

序号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纳税金额（万元） 

1 

2014 年 11 月 马宏 李维诚 

405.00 

2015 年 6月 马宏 彭佑霞、梁军、石筠、兰有金 

2 2015 年 11月 马宏 
黄星明、刘岩、李聪科、王鹏、

董珊 
3.95 

3 2016 年 3月 马宏 合建新源、中合全联 741.34 

4 2018 年 4月 马宏 由其中 177.03 

经核查，马宏已全额缴纳了上述税金。 

本所律师认为，马宏作为发行人股东已经就其存在纳税义务的相关股权转

让行为向税务机关实施了纳税申报，并足额缴纳了相应税金，不存在应缴未缴

个人所得税的情形。除该等情形外，马宏不存在因发行人改制、未分配利润转

增等情形导致的其他纳税义务。 

 

十、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曾经为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东烟台开发区国资

公司增资时未履行评估程序。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

确意见：（1）国有股东的股权管理方案是否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复，申报文件中

是否依法对国有股东进行标识；（2）烟台开发区国资公司对发行人增资扩股时，

前两次增资均未进行评估的原因，并结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分析说明上述

增资行为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履行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对发行人的影响；（3）

发行人历史上是否存在收购国有资产的情形，烟台开发区国资公司转让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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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时，是否依法履行资产评估、公开交易等程序；（4）相关主管部门是否就

上述增资程序的合法性、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事项出具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设立后取得的历次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经核查，

发行人设立后共取得国有资产管理机关下发的以下涉及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及国

有股东标识的批复： 

1．2016 年 7 月 14 日，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宜的批复》（烟国资

[2016]62 号），确认开发区国资公司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应标

注“SS”标识。 

2．2018 年 9 月 20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省国资委”）下发《关于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

宜的批复》（鲁国资产权字[2018]39 号），确认开发区国资公司在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应标注“SS”标识。 

3．2019 年 1 月 30 日，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复》（烟国资[2019]10

号）,确认开发区国资公司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应标注“SS”标

识。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及上市编制的《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

明书》”）中已针对上述国有股东标识事宜进行了披露。 

（二）本所律师查验了睿创有限阶段增资过程中履行的相关程序。经核查，

睿创有限在 2010 年 6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18,000 万元，及 2014 年 11 月增加注册

资本至 24,500 万元当时未履行资产评估程序。睿创有限进行上述增资过程中，

开发区国资公司作为股东均批准了上述增资行为，但未参与上述新增注册资本的

认缴工作。 

本所律师就上述增资过程未实施资产评估的原因及解决措施进行了核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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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行人的说明，睿创有限在前述增资过程前一直处于企业亏损状态，企业净资

产长期低于企业注册资本，因此在实施增资时未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资产评估程序。

为完善上述程序，睿创有限聘请烟台华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对前述增

资时点的企业净资产实施追溯性评估，并分别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烟华

信资评字[2016]第 041 号、烟华信资评字[2016]第 042 号），烟台经济开发区国

有资产管理局已针对上述资产评估进行了备案确认。 

本所律师认为，睿创有限实施上述增资的过程中已按照当时适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增资行为经过睿创有限股东会批

准，增资结果合法有效。在增资行为实施当时虽未按照《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暂行办法》履行资产评估程序，但事后已实施了追溯性评估，确认增资价格不低

于企业当时的净资产，且评估结果已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符合国有资

产评估的程序要求，上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三）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历史上是否存在收购国有资产，以及发行人股东收

购开发区国资公司所持睿创有限股权过程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发行人

自设立以来除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外，不存在收购国有资产的情形。发行人股东

烟台赫几收购开发区国资公司所持睿创有限股权的过程如下： 

1．2015 年 6 月 8 日，烟台北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烟台睿创微纳技术

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权益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睿创有限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2015 年 6 月 19 日，开发区国

有资局下发《关于对<关于转让烟台睿创微纳技术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请示>的批

复》（烟开国资[2015]32 号），批准开发区国资公司将其持有的睿创有限 18.37%

的股权实施对外转让。 

2．2015 年 7 月 10 日，睿创有限召开股东会，批准开发区国资公司将其持有

的睿创有限 4,500 万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3．2015 年 8 月 17 日，烟台赫几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摘牌方式获得对应股

权的所有权，开发区国资公司与烟台赫几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烟台赫几

以 5,850 万元受让开发区国资公司持有的睿创有限 18.37%的股权。 

4．2015 年 8 月 24 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下发《产权交易凭证（A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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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鲁产权鉴字第 993 号），确认本次股权转让行为。 

5．2015年 8月28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山东省国资委已针对发行人历史沿革中的相关事项

出具确认意见（鲁国资产权字[2019]7 号），确认发行人历史上“未发现存在国

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已经主管国资机关批复，并针对

国有股东进行了标识。发行人部分增资过程未在增资当时实施资产评估的情形

已通过追溯性评估进行确认，并由主管国资机关确认，不会导致该等增资结果

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发行人不存在收购国有资产的情形。发行人股东收购国有

股东转让的睿创有限股权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资产评估、

公开交易程序，转让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相关国有资产主管机关已就发行人

的股权沿革合法合规，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出具明确确认意见。发行人不存在

因侵犯国有资产权给本次发行及上市造成法律障碍的情形。 

 

十一、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下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整体

变更相关事项是否经董事会、股东会表决通过，相关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改制

中是否存在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情形，是否与债权人存在纠纷，是否已完成工

商登记注册和税务登记相关程序，整体变更相关事项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答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睿创有限整体变更为发行人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包括睿创有

限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文件、发行人创立大会文件、审计报告、发起人协议以及

发行人就整体变更出具的说明。经核查，睿创有限整体变更为发行人过程履行了

如下程序： 

（一）整体变更事项经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1．2016 年 6 月 15 日，睿创有限召开董事会，批准将企业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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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 6 月 16 日，睿创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以净资产折股的方式将睿

创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3．2016 年 6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创立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通过睿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相关议案。 

（二）整体变更过程中履行了其他如下程序 

1．2016 年 6 月 15 日，华普天健出具了《审计报告》（会审字[2016]3913

号），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睿创有限的净资产为

311,066,931.47 元，未分配利润为-42,823,068.53 元。 

根据信永中和针对发行人在股改基准日的净资产情况出具的《专项复核报告》

内容，信永中和确认调减睿创有限2016年 4月 30日的未分配利润854.44万元，

调整后，股改时点净资产为 30,511.86 万元，并确认“上述事项对股改时出资情

况未产生出资不实的影响”。2018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方案的议案》，

批准按照《专项复核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对发行人设立方案进行调整。 

2．2016 年 6 月 16 日，睿创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协议书》，同意共同

作为发起人，将睿创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3．2016 年 6 月 21 日，华普天健出具《验资报告》（会验字[2016]4213 号），

验证各发起人认缴的发行人股本已足额缴纳。 

4．2016 年 6 月 23 日，原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发行人设立，并核发了

《营业执照》。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睿创有限整体变更为发行人过

程中不存在因改制导致的侵犯睿创有限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且不存在债权人

因睿创有限改制引发与发行人存在纠纷和争议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睿创有限整体变更为发行人的过程已经睿创有限董事会、

股东会及发行人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与整体变更相关的其他程序合法、合规。

发行人的设立不存在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与债权人的纠纷。

发行人的设立已经完成了工商、税务登记相关。发行人的设立过程及结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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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当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二、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合肥芯谷、无锡奥夫特、雷神防务、振

华领创的股东是否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亲属存在关联关系。如存在关联关系，请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第八条的要求核查并披露相关事项。 

答复：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投资企业合肥芯谷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芯

谷”）、无锡奥夫特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奥夫特”）、西安雷神

防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神防务”）、北京振华领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振华领创”）的股权结构进行了核查，查验了上述企业置备于市场监督

管理机构的档案以及其章程。经核查，上述企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一）合肥芯谷 

经本所律师核查，合肥芯谷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262.8966 19.76% 

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204.36 15.36% 

君子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3 10.75% 

发行人 180 13.53% 

李昌齐 90 6.77% 

刘家兵 350 26.31% 

黄军恒 30 2.26% 

尹华锐 10 0.75 

张黎光 30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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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西畏 30 2.26% 

合计 1330.2566 100% 

（二）无锡奥夫特 

经本所律师核查，无锡奥夫特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为奇投资有限公司 995 99.5% 

张向丽 5 0.5% 

合计 1000 100% 

（三）雷神防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雷神防务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成都英飞睿技术有限公司 110.908 10% 

北京中科前沿创业投资管理

中心 
54.5401 4.92% 

巩胜利 530 47.79% 

王海鹏 100 9.02% 

孙宏宇 259.092 23.36% 

宁波艺林贵信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4.5401 4.92% 

合计 1109.0802 100% 

（四）振华领创 

经本所律师核查，振华领创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为奇投资有限公司 92.2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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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蔓 176.6 39.65% 

朱伯立 176.6 39.65% 

合计 445.4 100% 

注：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以增资方式认购振华领创 10%的股权，

增资完成后，振华领创的注册资本为 494.89 万元，上海为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8.63%。上述变更目前尚未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合肥芯谷、无锡奥夫特、雷神防务、振华领创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合肥芯谷、无锡奥夫特、雷神防务、振华领创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股

东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投资的合肥芯谷、无锡奥夫特、雷神防务、振华领

创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股东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亲属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及子公司持有 87 项专利，14 项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权，69 项商标和 37 项软件著作权。请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的专利、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权、商标、软件著作权等是否存在瑕疵、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表明

确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及子公司现有的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标、软件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权属情况进行了核查，通过调取主管机关登记信息副本及查

询主管机关公示信息等方式查验了发行人持有的上述知识产权的登记、缴费及授

权状态等信息。经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当前拥有的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标、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均无权

属争议，上述知识产权均处于可正常行使知识产权人权利的状态，不存在无效或

失效情形，也不存在质押、司法查封等可能导致权利行使受到限制的情形，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3-61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子公司的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标、软件

著作权等不存在权属瑕疵，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四、招股说明书披露，军品业务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发行人持

有的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2018 年 6 月 22 日到期，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

书 2018 年 4 月到期，公司已通过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续审，并已被列入装备

承制单位资格名录，新的证书尚未下发。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在上述资质证书到期后从事军品业务

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被处罚的风险，并结合报告期内军品业务收入和毛利的占

比情况，说明若不能取得新的资质证书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答复：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子公司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睿光电”）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的申请续审事宜对

艾睿光电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查验了与续审相关的资料。经核查，艾睿

光电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提交了《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续审申请，相关主管

机关受理后于2018年 4月 26日实施了现场审查，并于2018年 4月 28日通过《装

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现场检查（注：新的《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增加武器

装备质量体系认证标识，兼具原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功能，《武器装备质

量体系认证证书》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续审工作已合并审查）。2018

年 12 月 12 日，艾睿光电被列入《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名录》。艾睿光电已于近日

取得装备承制单位资格注册证书，该证书证明艾睿光电符合 GJB9001 武器装备质

量管理体系要求，具备装备承制单位资格条件，已注册编入《装备承制单位资格

名录》。 

根据相关军工主管单位出具的证明，艾睿光电在原资质证书过期日至新证书

有效期起始日期间，所从事的军品业务均受军方监督，不存在被处罚风险，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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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军品业务生产符合军品生产资质的相关要求，不

存在违规生产的情况，不存在被处罚的风险。发行人的相关资质当前已核发，

不存在因业务资质证书核发工作导致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十五、请发行人律师对境外销售业务是否符合国家外汇、税务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了与发行人境外销售业务相关的资料，包括销售合同、报关

证明、结汇证明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境外销售业务均由其子公司实施，从事

海外销售业务的子公司均具有相应的产品出口资质，销售产品均为发行人及子公

司的生产的主营业务产品，其销售行为符合国家对外出口的相关法规规定，均真

实有效。发行人当前不存在因执行海外销售业务导致的相关纠纷或争议。同时，

发行人在与海外销售业务相关的海关报关、外汇结汇、纳税方面均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未因存在相关违法事实遭致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境外销售业务符合国家当前出口政策，符合外汇、

税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六、招股说明书将危险废物在固体废物章节中进行披露。请保荐机构及发

行人律师核查相关处置单位是否具有法定业务资质。 

答复：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实施废物处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包括发行人与废物

处置单位签署的协议、废物处置单位的资质等。经核查，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废

物处置情况如下： 

（一）根据发行人与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广绿环”）

签署的《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书》（合同编号 LH/M201807001WF707），约定

发行人委托鑫广绿环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废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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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有机树脂类废物以及其它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 

（二）根据发行人与莱阳市春帆漆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帆漆业”）

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合同编号 RTP00RD001782），约定发行人将其

产生的危险废物丙酮和异丙醇委托春帆漆业集中处置。 

另经本所律师核查，鑫广绿环目前持有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6285167XH），以及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核

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春帆漆业目前持有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2742438722U），以及山东省环境保

护厅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委托处置危险废物的处置单位具有处置

发行人危险废物的法定业务资质。 

 

十七、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马宏目前在东方

之光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世纪芯光电有限公司、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

司、世纪晶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中，仍担任董事或经理职务，但是马宏

自其于发行人处任职并投资后即已辞去在上述企业的全部职务，上述企业因自

身原因未及时办理董事或经理的变更备案。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赵芳彦当前

仍登记为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赵芳彦已辞去该公司董事职务，

但该公司尚未完成董事变更登记工作。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1）马宏、赵芳彦历史上在上述企业的任

职及持股情况，目前以媒体声明方式辞去任职是否合法有效，相关工商变更备

案是否办理完毕，是否存在竞业禁止、职务发明或利益冲突等问题；（2）上述

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与发行人是否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与发行人是否存在

技术、业务、人员或资金往来；（3）招股说明书是否严格按照《公司法》、企

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披露关联方，马宏是否可以实质控制东方之

光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该等公司是否应当认定为公司关联方，是否与发行人

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4）马宏夫妻双方的直系亲属及其他近亲属控制的

企业，是否与发行人存在竞争关系，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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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等方面是否独立于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与发行人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

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与发行人存在重叠。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方式、核查过程及核查依据，并就上述

公司是否与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示公

平的关联交易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所律师查阅了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世纪芯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世纪晶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的工商档案、及其对外公示的章程等资料。 

经核查，马宏不持有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世纪芯光电有限公司、深

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世纪晶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其在该等企业的

曾任职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曾任职务 

1 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2 江苏世纪芯光电有限公司（已注销） 董事 

3 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兼总经理 

4 世纪晶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赵芳彦未持有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其在该公司曾任职情况如

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曾任职务 

1 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马宏及赵芳彦均已

辞去在上述企业的所有职务。但上述企业未在工商机关办理董事、经理变更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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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同时该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公

司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备案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

理的，处以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办理董事、经理的变更备案属

于企业法定义务，相关企业不办理备案登记并不会导致马宏及赵芳彦存在违反相

关规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等相关法规对于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的辞职形式并未做具体规定，马宏、

赵芳彦在向上述企业提交了书面辞职声明，但企业仍未为其办理离职及工商备案

手续的前提下，以媒体公示的方式再次发布辞职声明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马宏及赵芳彦曾任职的上述企业均为有限责任公司，其章

程均规定了董事会由 5 名以上董事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

四条、四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三人至十三人”、

“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马宏、

赵芳彦的辞职不会导致上述企业的董事人数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

的最低人数，因此自其辞职之日，其已不再担任上述企业的董事及其他职务。 

根据马宏、赵芳彦出具的声明，确认其与上述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业禁止、职

务发明或利益冲突等问题。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企业均已无法为马宏及赵芳彦

办理董事及经理变更登记，具体理由如下： 

1．世纪晶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即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锁定并冻结其工商登记信息状态，人民法院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不

能办理任何工商信息变更登记； 

2．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异常经营状态，经本所律师对该企

业主管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访谈，市场监督机关当前不能为该企业办理任何工商

信息变更登记。 

3．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异常经营状态，经本所律师对该企业主

管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访谈，市场监督机关当前不能为该企业办理任何工商信息

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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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已不再经营，其

住所地已无任何工作人员，不具备办理工商信息备案登记条件。 

（二）根据本所律师对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

公司、世纪晶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进行核查的

结果，上述企业核准的经营范围如下： 

1．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化合物半导体产业的高亮度半

导体发光二极管外延及相关的发光二级管显示与照明等应用产品的生产。主要生

产发光效率 501mw 以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发光效率 501mw 以上发光二极管外延

体（蓝光）、发光效率 501mw 以上且功率 200mw 以上白色发光管制造，以及该主

营业务各相关类的研发、技术服务、产品销售以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国家专项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以上范围需

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2．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半导体激光器（LD）、超

辐射发光管（SLD）等半导体有源光电子器件外延片、芯片、器件、光电模块及

子系统的生产、经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3．世纪晶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化合物半导体产业的半导体微

波器、半导体激光器（LD）、半导体显示与照明（LED）、半导体太阳能及红外

技术、传感技术等领域的与微波通信、移动通信、光通信、光传感、光存储等信

息光电子、能量光电子、汽车光电子、家庭消费光电子，半导体照明、半导体太

阳能相关的半导体外延片、芯片、元器件、专用材料、光电子器件、器件封装与

应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化合物半导体产业基地的开发、建设、配

套服务以及相关产业的技术、设备、原料引进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

内分销及专营专控商品）。 

4．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扫雪机、园林机械，销售

公司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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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企业中，苏州泛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经营项目与发行人无相同或近似

项目。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世纪晶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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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现场实地核查均已不再实施生产经营活动。上述企业与发行

人之间不存在技术、业务、人员或资金往来。 

（三）本所律师查阅了《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经核查，《招股说明书》

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披露关联方。 

马宏不持有东方之光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世纪晶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世纪

晶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且已辞去在上述企业的任职，无法控制上述企业，上

述企业与发行人不构成关联关系，不应当被认定为发行人关联方。上述企业与发

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四）本所律师查验了马宏及其配偶陈四海就其直系亲属对外投资情况出

具的说明。根据上述说明内容，马宏及陈四海的直系近亲属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亲属

姓名 
关系 对外投资情况 

1 马宏 

陈四海 配偶 

深圳微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博微光电中心

（有限合伙）、深圳市华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

武汉华博微光电技术研究所 

马岚 妹 无 

刘驷华 
妹之

配偶 
无 

2 陈四海 

马宏 配偶 发行人 

邱继池 母 无 

陈丽君 姐 无 

陈四香 妹 无 

陈建华 弟 无 

赵定金 
姐之

配偶 
无 

康敏 
弟之

配偶 
无 

上述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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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微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7 日，现持有南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850570H），

住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环路 29 号留学生创业大厦 1706 室，法定代

表人为陈四海，注册资本为 480 万元，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

电子元器件、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

及销售；干燥机、工业除湿机、净化设备、机电机械、制冷设备的开发和销售；

智能交通产品的研发、道路交通设施的上门安装、研发与销售；会议公共广播设

备、航空电子设备、测试设备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化工产品、高分子材料、纤维

材料及工艺和设备的研发和销售；印制线路板的设计及购销；防护材料的技术开

发；涂料、防火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陈四海直接持有深圳市微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63.23%的股权，并通过其控

制的深圳市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深圳市微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9.79%

的股权。同时，陈四海担任深圳市微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深圳市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现持有南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HBEBXR），

住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环路 29 留学生创业大厦 1706 室，执行事务

合伙人人为陈四海，经营范围为信息技术、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易制毒化学品）、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生物技术的技术开发；电子元器件、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

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干燥机、工业除湿机、净化设备、机电机械、制冷

设备的技术开发和销售；智能交通产品的研发；道路交通设施的上门安装、研发

与销售；会议公共广播设备、航空电子设备、测试设备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经济信

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通用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的销售；通

讯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办公用机械的销售；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配件的

销售；五金交电产品、水暖部件、照明器材、交电用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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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件及其辅助设备的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陈四海在深圳市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拥有 94.45%财产份额，并担任

该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3）深圳市华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华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现持有南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8DGL2Q），

住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华中科技大学深圳产学研基地 B 栋 T303 室，执行

事务合伙人人为陈四海，经营范围为经营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

销售；通讯设备的销售；无线电及外部设备、多媒体产品的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

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的销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

系统设计、集成、技术维护；信息技术咨询；集成电路设计、研发；能源科学技

术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开发；计算机科学技术开发；交通运输工程

开发。创通信线路和设备安装；电子设备工程安装；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监控

系统安装；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安装；智能卡系统安装；电子工程安装；智

能化系统安装；机电设备安装、维修。 

陈四海在深圳市华博微光电中心（有限合伙）拥有 97.22%财产份额，并担

任该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4）武汉华博微光电技术研究所 

武汉华博微光电技术研究所为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28 日，现

持有武汉市洪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0111783165679N），住址为洪山区珞瑜路以南卧龙剑桥春天

9-3-201 号，投资人为陈四海，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陈四海为武汉华博微光电技术研究所的开办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马宏及其配偶陈四海的直系亲属、其他近亲属不存在对外

投资企业情况，与发行人不存在竞争关系，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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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财务等方面均独立于发行人，报告期内未与发行人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也

不存在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与发行人在重叠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马宏及赵芳彦通过递交辞呈及媒体发布公告方式辞去在相

关企业职务的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辞职行为合法有效，自其

辞职之日起在相关企业所任职务已解除。马宏及赵芳彦曾任职的相关企业与发

行人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业务、人员、资金、技术等往来。除已披

露的马宏及其配偶投资企业外，马宏及配偶的近亲属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投资

企业。前述企业均不存在与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严重影响独

立性或者显示公平的关联交易。 

 

十八、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1）发行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注销或转让子公司的情况，说明注销或转让的具体原因，上述公司在

报告期内的股权结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等，以及相关资产、人员、债务处

置情况；（2）上述公司注销或转让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属于破产清

算或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相关债务处置是否合法

合规，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况；（3）上海兴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茂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洋浦神农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华睿智能工

程有限公司被吊销的原因，李维诚、王宏臣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具备法定任职资格。 

答复： 

（一）本所律师就发行人自 2016 年对外转让或注销子企业的情况进行了核

查，调取了注销企业的清算文件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自 2016 年以来不存在

对外转让子公司股权的情形，并曾于 2017 年注销全资子公司广州艾睿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艾睿”）。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于 2016 年 9 月成立广州艾睿的初衷是将其

作为华南地区的销售平台，后因发行人经营策略及市场规划的调整，决定将其注

销，并于 2017 年 8 月办理完成注销登记。由于该公司设立时间较短，未开展实

际经营活动，也无相关资产、人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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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本所律师调取的广州艾睿置备于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档案及其

清算文件以及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广州艾睿在注销前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广州艾睿属于股东自行清算注销，不存在破产清算或因被吊销而注销清算情况。

同时，广州艾睿的清算及注销过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履行了

法定的注销程序，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相关债务处置合法合规，不存在关联

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况。 

（三）本所律师查验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上海兴茂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上海茂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洋浦神农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

华睿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信息，并就企业被吊销原因对李维诚、王宏臣进行了访

谈。经核查，上述企业被吊销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吊销时间 吊销原因 

1 上海兴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05 年 12 月 31 日 未实际运营 

2 上海茂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5 年 9月 22 日 未实际运营 

3 洋浦神农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6月 29 日 

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

度报告 

4 江苏华睿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2018 年 6月 29 日 

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

度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李维诚在上海兴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在上

海茂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洋浦神农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担任职务。王宏臣

在江苏华睿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未担任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担

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李维诚于 2016 年起担任发行人董事职务，距离其

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兴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被吊销时间已超过三年，因此上海兴

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吊销不影响其担任发行人董事的资格。李维诚、王宏臣并

非上述其他被吊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于企业被吊销不负有个人责任，因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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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企业的吊销不影响其在发行人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无对外转让子公司的情况，广州艾睿的

注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注销程序，未因企业注销引

发纠纷或潜在纠纷。李维诚及王宏臣投资的企业被吊销的情形不会影响上述人

员在发行人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十九、请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报告期纳税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自 2016 年以来的纳税合法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包括查验

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纳税凭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主要税种纳税及税收优惠情况的专项说明》、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合规

证明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均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

税收相关规定遭致行政处罚的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

国家税收法规及政策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规规定

遭致行政处罚情形。 

 

二十、招股说明书中大量引用第三方机构 2014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请发行

人根据《准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修改对第三方数据的引用，确保有权威、

客观、独立的依据并符合时效性要求，并对第三方的基本情况作简要介绍。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数据的真实性，说明数据引用的来源和第三

方基本情况，说明数据是否公开、是否专门为本次发行上市准备、以及发行人

是否为此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是否为定制的或付费的报告、一般性网络文章

或非公开资料、是否是保荐机构所在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出具的报告。 

答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第三方数据主要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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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ech International, Inc.、Yole Développement Group、北京欧立信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安防网（http://www.cps.com.cn/）、《中国安防》杂志、

PR Newswire Association LLC及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上述第三方机构的

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机构名称 基本情况概述 

Maxtech International, Inc. 

成立于 1989 年，总部位于美国弗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的

的专注红外成像领域的研究机构，为报刊《红外成像

新闻》（Infrared Imaging News）的出版商，网址为

www.maxtech-intl.com 

Yole Développement Group 一家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市场研究及咨询机构 

北京欧立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于北京市海淀区，专注于市场调研，行业研究，

战略规划以及营销策划。网址为 www.olxoz.com 

中国安防网 

成立于 1999 年，是国内较大、成立较早的集安防行业

资讯、安防项目服务、人才交流平台为一体的行业门

户网站 

《中国安防》杂志 

《中国安防》杂志是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会刊，

杂志主管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办单位为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公安部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承办单位为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PR Newswire Association LLC 

Herbert Muschel 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和机构新闻通讯

社，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网址为 

www.prnewswire.mediaroom.com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位于北京，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HK08235)，直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 

经核查，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数据均为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发

布的客观数据。除更新补充的 Yole，Ucooled Infrared Imagers and Detectors 

2019 中所引用的数据为付费报告数据，其他数据均为为网络渠道查询到的公开

数据，非付费取得。同时，所有数据均非专门为本次发行及上市准备的数据，发

行人已出具承诺未为此向第三方提供帮助，所引用报告均非定制报告，所引用数

据均非来自于一般性网络文章，所引用数据均未取自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所在证券公司研究部门出具的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第三方机构数据与第三方机构披

露数据相符，均系第三方机构公开披露内容。不存在数据来源系为本次发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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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准备，或发行人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的情形，也不存在数据来源为定制的

或付费的报告、一般性网络文章或非公开资料，或保荐机构研究部门出具的报

告等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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