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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长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常州大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常州大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安徽长城律师事务所接受常州大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千股份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大千股份本次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项目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现指派本所刘梅律师、朱敏敏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参加大

千股份本次挂牌工作。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大千

股份本次挂牌项目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已经对大千股份本次挂牌的

批准授权、实质条件等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并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出具《安

徽长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大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现根

据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收到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常州大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修正，《法律

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

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大千股份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一、反馈意见 1 

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

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

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通过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联自然人调查表》，报告期初至期后的公司其他应收账

款、其他应付款、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的往来账明细等资

料，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未发现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订了《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上述制度能够得到较好执行，有效防范了资金占用情

形。 

公司出具《说明》，确认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资

金情形，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出具《无占用资金承诺函》，承诺本人、本人的亲属、本人控制或投资的

其他企业从未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形式占用过公司资金或其他财物，对公司不存

在资金占用行为，并承诺今后不会采取任何形式占用公司资金或资源。 

根据核查，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

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二、反馈意见 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

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

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

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

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回复： 

（一）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

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初至期后申报审查期间无控股子公司。 

通过查询信用中国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百度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阅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根据公司及法定

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

诺》，未发现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联合惩戒信息记录和被执行人信息记录。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自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关

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所涉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亦不存

在被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  

（二）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

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初至期后申报审查期间无控股子公司。 

通过查询信用中国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百度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

息、常州市行政许可及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专栏，查阅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和公司法



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

根据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的《声明与承诺》，结合常州海关、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州市国土资源

局高新区分局、常州市新北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局、常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新北区大

队、常州市新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州国家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

州滨江经济开发区环安局、常州市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

分局开具的合法《证明》，确认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黑名单”情形。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自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

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工商、安监等领

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的挂牌条件。 

三、反馈意见 5 

请公司说明公司是否曾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进行挂牌。存在前述情形的，

公司应在向全国股转系统提交申请挂牌文件前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停牌，并在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前完成区域股权转让市场摘牌手续；同时请公司说明公司在

区域股权转让市场挂牌期间融资及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是否严格遵守《国务

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

的规定。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通过查阅公司报告期期初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营业外支出”科目明细，

查询天津股权交易所、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网站，并经公司确认，公司未

曾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进行过挂牌。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曾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进行过挂牌，符合

挂牌条件。 

四、反馈意见 12 



2012 年 4 月，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联创铸造。（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

查上述交易的合理性、公允性及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通过查阅公司的工商资料，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确认公司吸

收合并基本情况如下： 

2012 年 4 月 3 日，大千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1）大千有限吸

收合并联创铸造，合并后大千有限为存续方，联创铸造进行工商注销后解散；（2）

合并时合并双方的债权和债务由合并后存续方大千有限承继；（3）本次合并以

2012年 6月 30日为合并日；（4）大千有限注册资本由 300万元增加至 400万元，

增资的 100 万元由各股东在联创铸造的出资额直接并入，具体由沈文虎增资 70

万元，徐小萍增资 30 万元。变更后，沈文虎出资 2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徐小萍出资 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2012 年 4 月 3 日，联创铸造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1）大千有限吸

收合并联创铸造，合并后大千有限为存续方，联创铸造进行工商注销后解散；（2）

合并时合并双方的债权和债务由合并后存续方大千有限承继；（3）本次合并以

2012年 6月 30日为合并日。 

2012 年 4月 3日，大千有限与联创铸造签订《合并协议》，双方达成如下协

议：（1）双方进行吸收合并，大千有限吸收合并联创铸造，合并后联创铸造进行

工商注销后解散；（2）双方合并后，大千有限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增加至 400

万元，增资的 100万元由各股东在联创铸造的出资额直接并入；（3）双方合并后，

原双方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大千有限承继，联创铸造的员工由大千有限接收、安

排；（4）以 2012年 6月 30日为合并日。 

2012 年 4 月 19 日，《江苏省经济报》刊登了大千有限与联创铸造的《合并

公告》。 

2012 年 6月 19 日，全体股东签署了变更后的大千有限章程。 

2012年 7月 16日，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常中瑞会（2012）

C8059 号《审计报告》，确认联创铸造截止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拥有土地使用



权，经审计的净资产 352,725.90元。 

2012年 7月 18日，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常中瑞会（2012）

A8099 号《验资报告》，经该所查验，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大千有限已收到

联创铸造移交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本次新增吸收合并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0万元整，大千有限吸收合并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万元，实收资

本为人民币 400万元。 

2012 年 7月 26 日，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新北）分局出具了公司注

销[2012]第 07260001 号《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核准联创铸造注销登记。 

2012 年 7月 31 日，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新北）分局出具了公司变更

[2012]第 07310006 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大千有限此次增资，并

颁发了注册资本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注册资本变更后，大千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沈文虎 280.00 280.00 70.00 货币 

2 徐小萍 120.00 120.00 30.00 货币 

合计 400.00 400.00 100.00  

根据工商资料并经核查，在本次吸收合并前，联创铸造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常州联创铸造有限公司 

住所 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圩塘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沈文虎 

注册基本 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钢铸件制造；塑料制品、五金工具、电子衡器、铸造材料的销售 

联创铸造股权结构如下：  

序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号 （万元） （万元） （%） 

1 沈文虎 70.00 70.00 70.00 货币 

2 徐小萍 30.00 30.00 30.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二）交易的合理性、公允性及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1.吸收合并的合理性 

通过查阅公司工商资料、联创铸造工商资料、联创铸造原土地使用权资料、

房产资料及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常中瑞会（2012）C8059 号《审

计报告》、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确认 2012 年联创铸造经营状况不佳，大

千有限处于发展上升期，两公司股东均为沈文虎和徐小萍。为充分利用联创铸造

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整合资源，提升大千有限的竞争实力，两个公司进行了吸

收合并，联创铸造的主要资产尤其是土地使用权、房产被大千有限吸收合并后，

为大千有限发展提供了厂房生产与融资的便利，同时大千有限股东沈文虎与徐小

萍可集中精力专注于大千有限的发展。 

2.吸收合并定价的公允性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公司合并分立登记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的

意见》（工商企字[2011]226 号）规定“因合并而存续或者新设的公司，其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数额由合并协议约定，但不得高于合并前各公司的注册资本之和、

实收资本之和。合并各方之间存在投资关系的，计算合并前各公司的注册资本之

和、实收资本之和时，应当扣除投资所对应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数额”，大千

有限与联创铸造签订《合并协议》约定大千有限吸收合并联创铸造后注册资本人

民币 400 万元由合并前大千有限与联创铸造注册资本相加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的规定。 

2012 年 7 月 18 日，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常中瑞会（2012）

A8099 号《验资报告》，经该所查验，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大千有限已收到

联创铸造移交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本次新增吸收合并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0 万元整，大千有限吸收合并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 万元，实收资

本为人民币 400 万元。 

本次合并为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系吸收合并



前公司的注册资本 300 万元与联创铸造的注册资本 100 万元之和，各股东在吸收

合并后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比例系按照其在原大千有限或联创铸造实缴的注册资

本计算，符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公司合并分立登记支持企业兼并

重组的意见》（工商企字[2011]226 号）的规定。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对联创铸

造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合并时点）的资产进行审计，并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出具常中瑞会（2012）C8059 号《审计报告》。大千有限本次吸收合并进行了

验资和审计，不存在利益输送，吸收合并定价具有公允性。 

（3）吸收合并程序的合法性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大千有限与联创铸造均通过了各自股东会的内部决议，

双方签订了合并协议，进行了验资及审计，对外进行了报纸公告，联创铸造办理

了注销登记，大千有限进行了变更登记。吸收合并程序合法合规。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大千有限吸收合并联创铸造具有合理性、定价的公

允性及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五、反馈意见 13 

公司披露，公司主要从事轨道交通驱动系统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

服务；并计划进军康复医疗器械领域，进行康复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

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

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

质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

风险、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3）公司

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

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请

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一）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通过查阅公司营业执照，确定公司经营范围为“轨道交通驱动系统部件，塑

胶成型设备、塑胶表面印刷设备、电动家具、机电设备，五金件、模具、吊装器



具、机械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的设计、制造和销售（按

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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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经营范围中“第二类医疗器械的设计、

制造和销售（按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第二类医疗器械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项目的生产经营需要取得

行政许可。根据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访谈及核查确认，2016年 7月 18 日，公司

变更经营范围增加此经营项目，该项目是公司开拓的新业务领域，公司已委托中

介公司正在准备申报行政许可，在获得行政许可之前，公司不会进行相关的生产

和经营。 

通过查阅公司报告期内重大业务合同及《审计报告》，确认公司主营业务为

轨道交通驱动系统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根据《铁路运输基础设备

生产企业审批办法》、《铁路牵引供电设备生产企业审批实施细则》、《铁路道岔设

备生产企业审批实施细则》、《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

规则》法律法规，并将公司的产品与《铁路许可目录》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描述与界定表》进行核对，确认公司轨道交通驱动系统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与服务无需取得特许生产经营许可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质证书并经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

得如下与公司经营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1.2010 年 6月 24日，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向大千有限颁发了《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3040001294506，编号：3010-02034983。 

2016 年 7月 22 日，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支行向

公司颁发了《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010001294507，编号：3010-04852489。 

2.2013 年 3 月 11 日，大千有限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

登记表编号：01345563，进出口企业代码：3200732534526；2016 年 7 月 18 日

公司在领取股份公司新的营业执照后，于 2016 年 7月 27日申请领取了新的《对

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3.2015 年 8月 6日，常州海关向大千有限核发了注册编号为 3204965898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限为永久。 

4.2016 年 11 月 30 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

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向公司颁发了证书编号为 GR201632001954，有效期为 3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5.2015年 1月 21日，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对大千有限颁发了认证证书，

认证范围：塑胶设备的设计、制造及机械零部件的加工和服务，认证项目：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ISO9000），证书编号：11715QU0195-01R0M，有效期至：2018年

1月 20 日。 

6.2015 年 9 月 25 日，TÜVRheinland 对大千有限颁发了认证证书，认证范

围：新建铁路零配件、外部设计配件、发动机，认证项目：EN15085-2，证书编

号：9105074362，有效期至：2018年 9月 24 日。 

7.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 

序

号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权利 

主体 
发证单位 发证日期 

有效

期 

1 16GX06C0100N 
地铁电机驱动箱体

（EC624228） 

大千 

有限 

江苏省科

学技术厅 
2016年 7月 5年 

2 

 

16GX06G0099N 

 

轨道交通电机部件

（ED610285、

3EJD000001-3089、

3EST000224-3481、

3EJD000001-0230） 

大千 

有限 

江苏省科

学技术厅 
2016年 7月 5年 

3 201601XB001B 
地铁电机驱动箱体

（EC624228） 

大千 

有限 

常州市科

学技术局 
2016年 5月 3年 

4 201602XB005B 
轨道交通电机水冷

机壳 

大千 

有限 

常州市科

学技术局 
2016年 7月 3年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



特许经营权，公司业务资质是齐备的、相关业务具有合法合规性。 

（二）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

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措

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通过查阅公司的营业执照、重大业务合同、资质证书并经公司确认，确认公

司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

的情况。 

（三）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资质证书，确认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 

六、反馈意见 15 

关于知识产权与技术。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所取得的、使用

的知识产权是否权属清晰，存在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情形的，请说明对公

司合法规范经营、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2）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否存在对

他方依赖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该情形对公司资产独立性、业务独立性和持

续经营能力的影响。（3）存在知识产权纠纷诉讼或仲裁的，量化分析诉讼或仲

裁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4）公司所取得的技术是否存在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请公司区分技术的不同取得形式进行披露：①若是原始取得，应

披露是否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问题、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竞

业禁止问题；②若是合作研发取得，应披露合作概况、相关权属和利益分配的

约定；③若是受让取得，应披露受让的原因、受让概况、技术是否存在权属瑕

疵。针对以上情况，请公司披露相应技术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的相

应应对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所取得的、使用的知识产权是否权属清晰，存在权属争议纠纷或

权属不明情形的，请说明对公司合法规范经营、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1.专利权 

通过查阅公司专利证书、公司确认，确认公司专利信息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性质 
专利号 

权利

取得

方式 

发明人 

是否侵

犯他人

知识产

权 

是否存

在竞业

禁止问

题 

是否

为职

务发

明 

1 

半自动可调

距焊接旋转

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0293907.8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孙超超、

万云龙、

陈晨 

否 否 是 

2 
电机手动可

调装配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0293766.X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孙超超、

万云龙、

陈晨 

否 否 是 

3 

具有杯口宽

度调节功能

的进杯机构 

实用

新型 
ZL201220293935.X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孙超超、

万云龙、

陈晨 

否 否 是 

4 

杯子印刷机

的进杯推进

机构 

实用

新型 
ZL201220293908.2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孙超超、

万云龙、

陈晨 

否 否 是 

5 
印刷版辊周

向调节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0293811.1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孙超超、

万云龙、

陈晨 

否 否 是 

6 

电动车的可

更换式驱动

桥 

实用

新型 
ZL201220293729.9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孙超超、

万云龙、

否 否 是 



陈晨 

7 

一种定子的

叠压焊接工

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70874.5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8 

一种定子机

加工内部定

位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72234.8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9 

一种定子机

加工外部定

位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74526.5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0 
一种定子机

壳焊接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79191.6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1 
一种定子机

壳加工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79194.X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2 
一种接线盒

焊接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74391.2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3 
一种齿轮箱

焊接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81701.3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4 
一种中心销

机加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520779526.4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5 
一种齿轮箱

机加工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620723470.5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6 

一种定子机

加工定位工

装 

实用

新型 
ZL201620723346.9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7 
一种机壳焊

接定位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620722978.3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8 

一种用于放

置柴油发电

机的焊接工

件用焊接工

装 

实用

新型 
ZL201620723518.2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19 
一种锥筒用

焊接工装 

实用

新型 

ZL2016207222980.

0 

原始 

取得 

沈文虎、

陈磊、严

得祥、万

云龙 

否 否 是 

上述专利均是原始取得，通过查阅公司劳动合同确认，发明人均是公司员工

在任职期间利用本公司物质条件所进行的职务发明。公司出具了《关于专利权的

声明》，确认 19 项专利为职务发明，发明人沈文虎、陈磊、严得祥、万云龙均出

具了《关于职务发明的声明》，确认“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所进行发明均属于大



千股份的职务发明，无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因陈晨、孙超超已经离职，公司

出具《说明》“因孙超超、陈晨均已从我公司离职，现联系不上，所以无法让其

出具《关于职务发明的声明》。但我公司承诺，上述两人在杯子印刷机的进杯推

进机构、电动车的可更换式驱动桥、具有杯口宽度调节功能的进杯机构、半自动

可调距焊接旋转装置、印刷版辊周向调节装置、电机手动可调装配装置的发明期

间，均在公司任职，涉及的 6 项专利均属于职务发明。” 

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及与公司法律顾问访谈，未发现公司存在专利纠纷

案件。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专利权产权清晰，无纠纷或潜在纠纷。 

2.商标权 

通过查阅《商标转让协议书》、《商标转让证明》，确认沈文虎于 2015年 8

月 19日将其商标注册号为 4434660号商标专用权无偿转让给大千有限，2016年

11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商标转让证明》，

核准第 4434660号商标转让注册，受让人为大千有限。该商标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商标 注册号 类别 有效期限 

1 

 

4434660 7 2007年 12月 7日至 2017年 12月 6日 

根据与沈文虎的访谈确认，在商标转让之前，公司一直在无偿使用该商标，

沈文虎出具了《关于商标无偿使用的说明》，确认其无偿提供商标权使用行为是

其真实意思的体现，与公司无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商标权产权清晰，无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否存在对他方依赖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该

情形对公司资产独立性、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通过查阅公司专利权证书、《商标转让协议书》、《商标转让证明》，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进行访谈，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存在对他方依赖的情形。 

（三）公司所取得的技术是否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通过查阅公司专利权证书、公司出具的《关于专利权的说明》，查询中国裁

判文书网，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律顾问访谈，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取得的技 



术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知识产权产权清晰，无纠纷或潜在纠纷，不

存在对他方依赖的情形，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七、反馈意见 16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

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相关要求重新核查公司的环保情况并发

表明确意见。请公司就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一）公司不属于重大污染行业 

通过查阅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及公司《关于主

营业务的说明》，公司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驱动系统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与服务。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

属于“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 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71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C372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细分行业属于“C3714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

配件制造”、“C3720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根据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管理

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细分行业属于“C371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中的“C3713 铁路机车车

辆配件制造”、“C3714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根据股转系统《挂

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在行业为工业机械（四级行业：12101511）。

通过查询《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

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

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05 号）、《环境保护综

合名录（2014 年版）环办函[2014]1561 号》，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重大污染类

行业。 

（二） 关于公司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以及配置污染

处理设施 

1.环评批复、验收情况 

通过查阅常州市环境保护局新北分局出具的《建设审批意见》、《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等资料，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访谈确认：  

2009 年 12月，大千有限提交“电机配件、模具、机械零部件、焊接件、钣

金件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报（登记）表》。 

2010 年 1月，常州市环境保护局新北分局出具《建设审批意见》，同意大千

有限租用联创铸造闲置厂房，新建“电机配件、模具、机械零部件、焊接件、钣

金件项目”。 

2016 年 8 月，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常州市大千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电器控制柜等项目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6 年 8 月，常州市新北区环境保护局出具“常新环服[2016]34 号《关于

常州市大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电器控制柜等项目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通过该项目的环保批复，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2016 年 11月，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同意公司“电机配件、模具、机械零部

件、焊接件、钣金件项目”、“控制柜等项目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通过竣工环保

验收。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建设项目均办理了相应的环保手续。 

2.排污许可证领取情况。 

通过查阅常州市新北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常新环服[2016]34 号《关于常

州市大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电器控制柜等项目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排污许可证》，公司提供的《说明》，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访谈确

认公司生产经营排放工业废气、生活污水。依据《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水污染防治法》、《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应办理

排污许可证。但因为公司所在区域春江镇政府污水管道没有铺设，公司排污口无

法与政府污水管道对接，公司目前委托常州民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托运污水，公

司误认为自己暂不需办理排污许可证，因此导致排污许可证的延期办理。目前，

公司已于 2017年 7 月 3日取得排污许可证，具体信息如下： 

证书编号 3204112017000041B 

单位名称 常州大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圩塘工业园胜利路 28号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圩塘工业园胜利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沈文虎 

排放重点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

种类 

总磷，COD,氨氮，悬浮物，粉尘，二甲苯，非

甲烷总烃，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有效期限 自 2017年 7月 3日起至 2018年 7 月 3日止 

发证机关 常州市新北区环境保护局 

发证日期 2017年 7月 3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领取了排污许可证。 

3.配套污染处置设施 

通过查阅公司“电机配件、模具、机械零部件、焊接件、钣金件项目”、“控

制柜等项目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竣工环保验收资料、公司与常州民生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常州市锦云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公司

出具的《说明》，通过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访谈确认： 

（1）在污水处理措施方面，公司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因常州市春江

镇政府污水管道没有铺设完毕，公司现委托常州民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托运污水

并进行污水处理。 

（2）在危险废物处置设施方面，公司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常

州市锦云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置废切削液、废机油。 

（3）在废气处理措施方面，公司生产项目喷粉固化产生废气经燃烧处理后

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喷砂产生废气经布袋除尘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注塑产生废气经活性炭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喷漆及晾干废气及少量

返修补漆产生废气经过滤棉、活性炭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面包房喷

粉产生废气经布袋除尘后与经活性炭处理后的面包房固化废气一并通过 15 米高

排气筒排放。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经相应的设施进行了处置。 

（三）关于环境保护制度和公开披露环境信息 

1.环境保护制度  

通过查阅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制订了《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环保日



常管理规章制度》。 

 2.公开披露环境信息  

根据环境保护部《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总局令第 35 号），应制定环境保护制度、

公开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为被列入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

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

名单的企业或者被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 

 通过查阅公司出具的说明，查询江苏省环保厅、常州市环境保护局网站确

认公司没有被列入 2016年江苏省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和常州市 2017年重点污染企

业名单，污染物排放达标，未被环保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无需公开披露

环境信息。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制订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制度，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公司无需公开披露环境信息。 

（四）关于最近 24 个月内环保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 

通过查阅常州市新北区滨江开发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证明》，查询常州市行政许可及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专栏，与常州市新北区滨江

开发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片区负责人访谈，确认公司在最近 24 个

月内未有环保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环保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环保方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有关要求。 

八、反馈意见 17 

公司披露，公司存在 1,500 平方米左右临时厂房未办理报建手续和产权证（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 3 幢房屋未办理报建手续和产权证的行为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违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临时厂房基本情况 

通过查阅苏（2017）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4971 号不动产权证、苏（2016）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088156 号不动产权证，确认公司不存在 3幢房屋未办理报建



手续和产权证的情况，公司不动产信息如下： 

序

号 

产权证书编号 权

利

人 

房屋坐落 房屋面积 规划用

途 

宗地面积 

1 苏（2017）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24971号 

公

司 

常州市新北区胜

利路 28号 

8,301.84 工业/

工业用

地 

10,051.00 

 

2 苏 2016）常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88156号 

公

司 

常州市新北区胜

利路 26号 

7,643.75 生产/

工业 

17,129.00 

 

通过现场勘查、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访谈确认公司临时厂房有两处，共计 1500

平方米左右，该厂房未办理报建手续并获得产权证。 

（二） 未办理报建手续和产权证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通过查阅苏（2017）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4971 号不动产权证、苏（2016）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088156 号不动产权证、常州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出具的

《证明》，常州市新北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出具的《关于临

时厂房的说明》，查询常州市规划局网站、常州市行政许可及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专栏和中国裁判文书网，确认： 

1.该临时厂房的搭建无任何现实或潜在的产权纠纷，均是在公司自有的苏

（2017）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4971号土地上建设的； 

2.该临时厂房与公司厂房占比较小，公司获得产权证的总厂房面积为 

15，945.59平方米，未获得产权证的临时厂房面积占公司厂房总面积比例为 10%

左右； 

3.该临时厂房主要用于生产用途，没有改变所占土地工业用地的使用性质； 

4.该临时厂房不是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一部分用于喷砂、堆放杂物，一

部分闲置。如相关部门要求公司拆除该临时厂房，公司可将临时厂房内的生产设

施全部搬至公司苏（2016）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088156号土地上面积达 7643.75



平方米的厂房，两厂房紧邻。根据公司估算，设备搬迁费用预估 7000 元左右，

搬迁时间 5天左右；临时厂房拆除费用预估 20000元左右，拆除时间 15 天左右。 

生产设备搬迁时间较短，搬迁费用和拆除费用较少，临时厂房的拆除、设备的搬

迁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5.2017 年 3月 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文虎与徐小萍出具承诺，如临时厂

房拆除、设备搬迁或公司遭受其他不利法律风险，他们将承担搬迁费用、罚款等

一切不利法律后果； 

6.2017 年 3 月 23 日，常州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出具《证明》，证明公司

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国土资源管理法规的行为，未遭受过相关行政处罚。2017

年 3 月 9 日，常州市新北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公司在报告期

内未因违法遭受过相关行政处罚。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查询常州

市行政许可及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专栏，均未发现公司存在被行政罚款的情形。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挂牌条件标准指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公司的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是指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 

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是指，凡

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以上行政处罚的行为，

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但处罚机关依法认定不属于的除外；被行政处罚的实施

机关给予罚款的行为，除主办券商和律师能依法合理说明或处罚机关认定该行为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外，都视为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经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建造临时厂房违反

了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法律瑕疵，但该临时厂房是在公司自有土地上建设的，

没有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在总厂房中占比较小，如拆除或搬迁，公司均有切实可

行的替代性方案，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兜底性承诺，此情形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并未因此遭受过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九、反馈意见 19 

公司披露，公司绝大部分产品和核心工序均为公司自制，极少部分工序（热

处理与表面处理）公司委托其他企业加工处理。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

外协厂商的数量和名称，外协厂商是否需要并已经取得相应的业务资质；（2）



外协厂商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3）与外

协厂商的定价机制；（4）外协产品、成本的占比情况；（5）外协产品的质量控

制措施；（6）外协生产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公司在业务中

自行完成的环节和工作。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以上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外协厂商的数量和名称，外协厂商是否需要并已经取得相应的业务资

质。 

通过查阅公司与外协厂商交易的送货单、入库单、财务凭证，与公司董事会

秘书、公司质检部管理人员访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网站，确认在报告

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驱动系统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节约资源和人力，公司将热处理、表面处理，机加

工的一部分业务等委托给外协厂商进行生产，生产此类产品无需取得相应的业务

资质。外协厂商规模较小，数量较多，与外协厂家的合作均是以入库单、送货单

和发票作为交易凭证。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委托外协累计金

额超过 10万元的厂商情况如下： 

序

号 
报告期 外协厂商名称 累计发生金额（万元） 

1 

2015年度 

常州新北区春江海丰五金厂 70.00 

2 
常州新区超强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25.69 

3 常州锦海机械有限公司 25.64 

4 常州翔宇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25.07 

5 
常州市东腾金属热处理有限公

司 
22.65 

6 常州国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5.38 

7 常州唯尔义机械有限公司 12.81 

8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财良模具厂 10.71 

1 
2016年度 

常州锦海机械有限公司 91.02 

2 常州三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1.44 



3 常州市杰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8.00 

4 
常州市东腾金属热处理有限公

司 
16.98 

5 武进区南夏墅丰兆机械经营部 16.39 

6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财良模具厂 16.07 

7 常州龙钢港口机械有限公司 14.14 

8 常州凯尔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11.81 

9 
常州新区超强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10.17 

1 2017年 1月 常州锦海机械有限公司 42.74 

（二）外协厂商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 

通过查阅主要外协厂商的《说明与承诺》，公司董监高的《无关联关系声明》，

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网站，本所律师认为外协厂商与公司、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 

通过查阅公司出具的《关于外协厂商事宜说明》，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

质检部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确认，公司所在地区存在一定数量的热处理、表面处理

企业等外协厂商，市场信息透明、企业间有序竞争，公司销售人员选择外协厂商

会进行市场比价，尽量保证价格的公正性和公允性。 

（四）外协产品、成本的占比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与外协厂商的财务凭证，根据公司的《关于外协厂商事宜说明》，

公司外协产品、总成本的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月（万元） 2016 年度（万元） 2015年度（万元） 

总成本 167.41 2，752.06 2,346.62 

外协成本 18.59 300.88 272.05 

占比 11.10% 10.93% 11.59% 

（五）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 

通过查阅主要外协厂商的《说明与承诺》，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与公司董

事会秘书、公司质检部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得知公司采购部提供拟合作外协厂商



名单，公司通过外协厂商价格比较，选定具备相应业务能力且报价较优的厂商进

行合作。随后，公司提供有关图纸给外协厂商，要求外协厂商严格按照图纸要求

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公司组织专人对外协加工后的产品进行检测验收。公司

在外协过程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实际业务中，外协厂商能按时完

成公司的产品加工委托，产品质量基本符合公司要求，在报告期内未因外协加工

产品质量问题产生诉讼，公司的质量控制措施有效。 

（六）外协生产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公司在业务中自行

完成的环节和工作。 

通过查阅《审计报告》、外协厂商的财务凭证，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质

检部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确认，外协生产是公司为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将产品生

产中的热处理、表面处理、机加工的一道或几道工序委托给其他企业的行为，外

协生产仅为公司产品生产中的一个或两个环节，在公司业务环节中非重要地位。 

公司对外协厂商不具有依赖性。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存在向外协厂商委托生产的情况，生产委托

外协的产品无须特殊的资质；外协厂商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外协加工定价机制采用市场定价的方式；外协产品在公司成本

中占比较小；对于外协产品公司有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外协委托不是公司的主

要业务环节，不占有重要地位，公司对外协厂商不具有依赖性，亦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十、反馈意见 20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报告期内及期

后是否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

罚；（2）以上违法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是否取得处罚机关证明；（3）

公司针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措施是否真实、有效。 

回复： 

通过查阅常州海关、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州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

常州市新北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局、常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新北区大队、常州市新北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州国家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州滨江经济开发

区环安局、常州市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开具的合法



《证明》，确认在报告期内公司未因违法行为遭受过上述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

罚。通过查阅公司的《承诺保证书》、《声明与承诺》，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百度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系统、信用中国、江苏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等信用信息公示专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访谈，确认公司在报告期内及期后

均不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情

形。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及期后不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 

十一、反馈意见 21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未决诉讼纠纷（1）公司涉及未决

诉讼（执行）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

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通过查阅公司未决诉讼（执行）的起诉书、传票、上诉状、判决书、庭审笔

录、案件证据资料，与案件代理人访谈、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访谈；审阅公司《关

于未决诉讼（执行）的说明》；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百度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查询系统，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确认公司未决诉讼（执行）信息

如下： 

（一）公司未决（执行）诉讼： 

序

号 

原告

（被

反诉

人） 

被告（反

诉人） 

案由 立案

时间 

诉请标的

（元） 

受理

法院 

目前状态 

1 公司 常州贝

斯塔德

机械股

份有限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016

年 10

月 8

日 

128，000 常州

市新

北区

人民

法院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判决：常州贝斯塔德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支

付加工款人民币 128000

元、利息损失及本诉案件

受理费，驳回常州贝斯塔



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反

诉诉求，反诉案件受理费

由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目前，

本诉被告（反诉人）货款

已经履行，利息损失及案

件审理费用尚未履行。 

2 公司 安徽徽

隆包装

有限公

司 

合同纠

纷 

2017

年 5

月 19

日 

120，000 常州

市新

北区

人民

法院 

因被告方提起管辖权异

议，本案尚未开庭。 

具体案情如下： 

1.2015 年 8 月，公司与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物料采购合

同》一份，约定公司为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一套机架总装配，常

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用。公司按约定履行，但常州贝斯塔德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拖欠人民币 128，000 元款项未付。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

起诉至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诉求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

128000元并支付自 2016年 2月 8日起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被告

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合同。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于 2017年 4月 14日出具（2016）

苏 0411 民初 5925号判决：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加工款人

民币 128000元及自 2016年 2月 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基本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及本诉案件受理费 2870 元，驳回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反诉诉求，反诉案件受理费 1430元由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向公司支付

人民币 128000元货款，但利息损失及本诉案件受理费用尚未支付。 

2.2013 年 8 月，公司与安徽徽隆包装有限公司签订了《七色塑杯印刷机购

销合同》，约定安徽徽隆包装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一台七色塑杯印刷机，公司依

约履行，但安徽徽隆包装有限公司拖欠 120000 元加工款未付。公司于 2017年 5



月 19日起诉至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诉求安徽徽隆包装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2

万元并支付相关利息。安徽徽隆包装有限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常州市新北区人

民法院出具（2017）苏 0411民初 318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安徽徽隆包装有限公

司对该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 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通过查阅公司未决诉讼（执行）的起诉书、传票、上诉状、判决书、庭审笔

录、案件证据资料；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百度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

系统；与案件代理人访谈、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访谈；审阅公司《关于未决诉讼（执

行）的说明》，确认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已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通过查阅未决诉讼（执行）的起诉书、传票、上诉状、判决书、庭审笔录、

案件证据资料，与案件代理人访谈确认： 

1.公司起诉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索要加工款案件，常州市新北区

人民法院支持了公司全部诉请，常州贝斯塔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加工款人

民币 128,000.00 元，判决书判决的利息损失及案件受理费尚未履行。本所律师

认为，上述案件是他方拖欠公司加工款引起的诉讼，判决支持了公司诉请，被告

方应向公司支付加工款或利息损失，不会造成公司资产的减少，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构成任何不利影响。 

2.公司起诉安徽徽隆包装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涉案标的人民币

120,000.00元，本所律师认为该案是公司向他方追讨货物加工款而引发的诉讼，

案件涉及标的额较小，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已经充分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涉及未决诉讼（执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关于已结案件的补充说明 

根据本所于 2017 年 5月 24日提交的法律意见书之“十九、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之“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中所涉未了结诉讼最新进展情

况如下： 

2013 年，公司与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签订《七色塑杯印刷机购销合同》，

约定公司为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加工一台 7色塑杯印刷机，昆山香桂纸塑有限



公司支付加工款项。后公司依约履行，但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拖欠 178,000

元加工余款，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8 日起诉至昆山市人民法院，诉求昆山香桂纸

塑有限公司支付余款 178,000元，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提出反诉，认为公司加

工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达不到原告生产目的，要求解除合同。昆山市人民法

院出具（2015）昆商初字第 01402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公司与昆

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的合同解除，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将型号为 DQ-7130的 7

色塑杯印刷机返还给公司，同时公司向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返还已支付货款。

因不服上述判决，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

（2017）苏 05民终 3760号民事调解书：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与公司一致确认

就案涉《七色塑杯印刷机购销合同》项下 DQ-7130的 7色塑杯印刷机一台不再返

还；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与公司一致确认就案涉《七色塑杯印刷机购销合同》

项下剩余货款不再支付；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一审案件受理费 3860 元，

由公司承担，一审反诉受理费 2537 元，由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司

法鉴定费 50000元，由昆山香桂纸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3198.5 元，由公司负担。根据公司确认，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双

方均按调解协议履行完毕。 

十二、反馈意见 22 

公司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沈文虎存在

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沈文虎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合法合规性以及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适格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 沈文虎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合法合规性 

通过查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文虎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和个人信用报

告，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文虎不存在受刑事处罚的情形，无 5年内的欠税记录、行

政处罚记录等。 

通过查询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全国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



等公开信息公示平台，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沈文虎被列入违法违规失信

者、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情形。 

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文虎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违规的承诺函》，其

在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涉及以下情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1）受刑事处罚；

（2）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3）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该终止的行为，合法存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沈文虎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适格性 

通过查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文虎的个人简历，确认其基本信息： 

沈文虎，男，汉族，1969 年 12 月 18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大专学历。1991 年 7 月毕业于常州工学院机械制造与工艺专业，1991 年 7

月至 1992 年 5 月任常州市农山农机厂技术员，1992 年 5 月至 1995 年 5 月任常

州新北区区政府职工，1995 年 5 月至 1997 年 12 月任常州长江自由贸易中心职

工，1997 年 12 月至今创办大千货运并任执行董事，2001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创办大千有限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6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任期 3年。 

通过查阅沈文虎《关联自然人调查表》、工商登记资料，确认其兼职担任常

州大千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大千货运一直正常运营。 

通过查阅沈文虎《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与沈文虎进行访谈，

确认其未有违法犯罪记录、无重大债务行为。 

根据核查，确认沈文虎不存在以下《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长、总

经理的情形：（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担任破产清算

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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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通过查阅公司股改资料，沈文虎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经过合法的内部决策流

程，任职合法。 

根据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沈文虎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符合法定条件，

具备任职资格，具有适格性。 

  二、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2017 年 5 月 24 日本所提交的《法律意见书》有以下需要调整之处，加粗宋

体部分为调整后内容： 

（一）《法律意见书》披露公司董事（沈文虎、徐小萍、陈磊、田益华、严

得祥）、监事（万银南、张逸和袁欢）任职期限：自 2016 年 7 月至今，现统一更

改为：公司董事（沈文虎、徐小萍、陈磊、田益华、严得祥）、监事（万银南、

张逸和袁欢）任职期限：自 2016 年 6 月至今。 

（二）《法律意见书》之“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之“（一）重大合同”

之“2. 重大业务采购合同”之“（1）2015年度，公司对单一供应商采购金额累

计达 5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采购合同（生产设备除外）及履行情况”关于“常州

荣发铸造有限公司采购金额”有误，现予以更改：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类型 合同标的 签订时间 

履行

情况 

采购金额

（元） 

2 
常州荣发铸造

有限公司 

多次签署合

同，每次合同

采购金额明确 

铸件 2014 年 12 月 24 日 
履行

完毕 
1,205,01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