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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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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致：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接受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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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

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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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现就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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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一、 声明事项 

（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 

（二）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

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和投资决

策等专业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资产评估、会计审计、

投资决策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公司的说明予以

引述，且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保证，对这些内容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格。 

（四）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或者公司的行为、有关事实发生或存

在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五）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公司已经提供了本

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

一致。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

和重大遗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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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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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的依据。 

（七）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并上报，并依法对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本所同意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或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公司作上

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

明。 

（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二、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述名称分别具有以下含义： 

股份公司、公司、爱福股

份 
指 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指 昆山爱尔福机械仪表有限公司，公司的前身 

艾尔佛进出口 指 上海艾尔佛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 
指 爱福股份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东吴证券、主办券商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银信 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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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本所律师、金茂 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 

昆山财博 指 昆山财博贸易有限公司 

重固公司 指 上海青浦重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挂牌条件指引》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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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三会一层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报告期 
指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2015 年

度、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

明书》 

《审计报告》 指 山东和信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出具的编号为“和
信审字（2017）第 000455 号”的《昆山爱尔福机

械仪表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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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仅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

台湾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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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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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正  文 

一、 公司的概况 

（一）公司目前的股权架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权架构如下： 

 

注：范卫列与范荷娜系父女关系；潘嬿系范荷娜配偶的母亲；任文系范卫列堂兄弟的配偶；

陈炜系范卫列的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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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 

公司系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由爱尔福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现

持有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3796111856Y 的《营

业执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 昆山市花桥镇逢星路599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范卫列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经营范围 

仪表、液位差压仪、各类新型仪表元器件、各类高档建筑五金件、切

割工具、水暖器材、塑料机械、玩具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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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6年12月13日 
营业期限 2006年12月13日至永久 
登记机关 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 2015、2016 年度报告已公示。 

 

二、 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同意

公司股票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等与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的议案，批准了

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申请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1）履行与公司本次挂牌

并公开转让有关的一切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交申请，申

请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相关事宜）；

（2）批准、签署与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的文件、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待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后，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签订挂牌协

议；与主办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签订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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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并决定其服务费用）；（3）办理《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事宜；（4）

其他上述虽未列明但为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所必需的有关事宜。上述授权的有效期

为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作

出批准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决议，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授权范围与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挂牌并公

开转让除尚需主办券商推荐、获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同意外，已经取得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三、 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公司系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由爱尔福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现

持有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3796111856Y 的《营

业执照》。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性质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公司未出现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因合并、分立

而需要解散的情形，亦无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依法宣告破产的情形；公司不存在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被撤销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被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按照《公司法》第 182 条规定予以解散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爱尔福有限及公司自设立至今，已通过历年工商年检/完成年

度报告公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至今合法存续已满两年，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需要终止的情形，公司具备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四、 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和《挂牌条件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本所律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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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了逐一核对，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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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公司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五、公司

的设立”部分所述。 

2、公司股东的出资合法、合规，出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具

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五、公司的设立”和“八、公司的股本及演变”部分所述。 

3、公司系由爱尔福有限以改制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爱尔福有限于 2006 年 12 月 13 日成立，公司存续满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

和《挂牌条件指引》第一条关于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公司业务明确，主营业务为锁具和压力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体情况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公司的业务”部分所述。 

2、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有持续经营能力。 

（1）公司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的现

金流良好；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以及 2017 年 1 月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81,163,577.20 元、91,306,172.82 元和 8,161,080.87 元，主营业务分别占当年度/当期

累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95.81%、94.74%、96.01%。公司目前主要收入来自于主营业务

收入，公司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2）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公

司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

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和信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 180

条和 182 条规定解散、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第（二）项和

《挂牌条件指引》第二条关于“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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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已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建立了“三会一

层”的公司治理架构，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公允

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公司组织机构健全、清晰，其设置已充分

体现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的治理原则，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

求。 

2、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公司主管工商、税务、国土资源局、海关等管理部门

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税务处罚外（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第“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不存

在其他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依法开展

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第（三）项和

《挂牌条件指引》第三条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

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符合《挂

牌条件指引》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股本及演变”部

分所述。 

2、公司的股票发行和转让依法履行必要内部决议和程序，爱尔福有限自成立以

来的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行为均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了相关协议，经股

东会决议确认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合法有效；股份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16 日设立

以来，未发生增资或股票转让行为。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股本及

演变”部分所述。 

3、报告期内，公司无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股票发行行为；亦未在区

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进行权益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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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第（四）项和

《挂牌条件指引》第四条关于“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1、东吴证券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颁发的“股转系

统函[2013]47 号”《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具备担任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推荐券商的

资格。 

2、公司已于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聘请东吴证券担任本次挂牌并公

开转让的主办券商，并已与东吴证券签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推荐挂牌并

持续督导协议》。 

3、东吴证券已通过内核同意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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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第（五）项和

《挂牌条件指引》第五条关于“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规定。 

（六）符合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的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有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由中国证监会豁免核

准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条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挂牌条件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中规定的关于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性条件，但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的同意。 

 

五、 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的设立程序、资格、条件、方式 

1、公司的设立程序 

（1）2017 年 1 月 9 日，爱尔福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爱尔福有限整体变

更为股份公司，确定股改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为 2017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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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 3 月 30 日，山东和信出具《审计报告》，审计确认爱尔福有限于改

制基准日 2017 年 1 月 31 日的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值为 32,109,753.85 元。 

（3）2017 年 3 月 31 日，银信出具《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0409

号），评估确认爱尔福有限于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8,427.01 万元（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4）2017 年 3 月 31 日，爱尔福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以爱尔福有限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32,109,753.85 元按 1.0703:1 的比例折为股份有限

公司的总股本 3,000 万股，其余 2,109,753.85 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将爱尔福

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现有股东作为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发起人以其

在爱尔福有限拥有的权益对所对应的公司净资产按原股权比例投入股份公司。 

（5）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 7 名发起人范卫列、范荷娜、潘嬿、张以宁、陈

炜、任文、王雯婷签署《发起人协议》，同意共同作为发起人，将爱尔福有限整体变

更为股份公司。 

（6）2017 年 3 月 31 日，范卫列、范荷娜、潘嬿、张以宁、陈炜、任文、王雯

婷共同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7）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琳为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的职工代表监事。 

（8）2017 年 4 月 18 日，爱福股份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并作出决议，同意将爱尔福有限整体变更为爱福股份，同意将爱尔福有限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32,109,753.85 元按 1.0703:1 的比例折为股份有限公司的

总股本 3,000 万股，其余 2,109,753.85 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同意股份公司新

的章程。 

（9）2017 年 4 月 19 日，山东和信出具《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17）第 000053

号），验证确认截至 2017 年 4 月 19 日，爱福股份（筹）已收到全体股东拥有的爱尔

福有限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止经审计的净资产 32,109,753.85 元。根据公司折股方

案，将收到的净资产按 1.0703:1 的折股比例折合股份总数 3,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总计股本 3,000 万元整，超过折股部分的净资产 2,109,753.85 元计入爱福股份(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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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10）2017 年 5 月 16 日，公司在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并领取

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11）公司设立为股份公司时登记注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 昆山市花桥镇逢星路599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范卫列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经营范围 

仪表、液位差压仪、各类新型仪表元器件、各类高档建筑五金件、切

割工具、水暖器材、塑料机械、玩具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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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6年12月13日 
营业期限 2006年12月13日至永久 
登记机关 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注册号 91320583796111856Y 

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情

况 

（1） 范卫列认购股本2,743万股，股份比例为91.43%； 
（2） 范荷娜认购股本80万股，股份比例为2.67%； 
（3） 潘嬿认购股本88万股，股份比例为2.93%； 
（4） 张以宁认购股本35万股，股份比例为1.17%； 
（5） 陈炜认购股本35万股，股份比例为1.17%； 
（6） 任文认购股本14万股，股份比例为0.47%； 
（7） 王雯婷认购股本5万股，股份比例为0.17%。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的设立资格 

经核查，公司的 7 名自然人发起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且在

中国境内均有住所。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发起人具有《公司法》规定的关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

资格。 

3、公司的设立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发起人共 7 名，共认购的股本为 3,000 万元；发起人共

同签署《发起人协议》并认购《发起人协议》中约定的全部股份，公司股份发行和

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并经创立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公司有

名称和住所，并建立了符合股份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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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设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关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条

件。 

4、公司的设立方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爱尔福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将

爱尔福有限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32,109,753.85 元折为股份公

司股本 3,000 万股，剩余的 2,109,753.85 元作为资本公积金；并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

经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为股份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方式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方式的规

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设立过程中所签定的改制重组合同 

爱尔福有限的七名股东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签订《发起人协议》，该协议就拟设

立的股份公司的名称、宗旨、经营范围、经营期限、设立方式、出资、股本、发起

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起人签署的《发起人协议》真实、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因此引致公司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三）公司设立过程中的资产评估、审计和验资 

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的资产评估、审计和验资详见本章“五、公司的设立程序”

部分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过程中已履行了必要的资产评估、审计、验资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公司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 

经核查公司创立大会的会议决议等文件，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创立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改的相关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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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设立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六、 公司的独立性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其提供的有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 

（一）公司的资产完整 

1、公司系由爱尔福有限按照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设立。公司设立时的出资

以及前身爱尔福有限的历次注册资本均经验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验证到位（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和“八、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2、根据公司提供的财产清单、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公司合法拥有该等资产的所

有权或使用权。公司拥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及相关资产。 

3、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资产与其股东、关联方或第三人之间产权界定清楚、划分明

确，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二）公司的业务独立 

1、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仪表、液位差压仪、

各类新型仪表元器件、各类高档建筑五金件、切割工具、水暖器材、塑料机械、玩

具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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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事的

主营业务为锁具和压力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公

司的业务”部分所述。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通过其自

身开展经营业务，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公司的业务不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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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3、公司的生产经营场所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指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均专职在公司工作

并领取报酬，没有在股东单位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任何职务，也没有在股东

单位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存在在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中兼职的情形。 

2、公司近两年来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及

其前身的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

及其前身的章程的规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3、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完全独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人员独立。 

（四）公司的财务独立 

公司开设了独立的银行账号，不存在与股东共用账号的情况。公司设立了独立

的财务部门，配备了独立的财务人员。公司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

制度，独立进行财务决策，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非法干预公司财务决策和

资金使用的情况；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纳税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独立。 

（五）公司的机构独立 

公司建立健全了“三会一层”等治理结构及相应的三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

则，形成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依据生产经营需要设置了相应的职能部门，

各职能部门按规定的职责独立运作；公司与股东单位之间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

公的情况；公司各职能部门与股东单位及其职能部门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存

在股东单位干预公司组织机构设立和运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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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机构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重大缺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业

务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七、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的发起人及股东 

1、公司的发起人 

公司的发起人为范卫列、范荷娜、潘嬿、张以宁、陈炜、任文、王雯婷。 

公司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占比 

1  范卫列 27,430,000 91.43%

2  范荷娜 800,000 2.67%

3  潘嬿 880,000 2.93%

4  张以宁 350,000 1.17%

5  陈炜 350,000 1.17%

6  任文 140,000 0.47%

7  王雯婷 50,000 0.17%

合计 30,000,000 100%

2、公司目前的股东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成立后，公司股

权结构未发生变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仍为范卫列、范荷娜、

潘嬿、张以宁、陈炜、任文、王雯婷。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7 名自然人股东的概况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股份数（股） 占比 

1 范卫列 35042019591220****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27,430,000 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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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股份数（股） 占比 

2 范荷娜 31010919860121****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800,000 2.67%

3 潘嬿 31010819620105**** 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880,000 2.93%

4 张以宁 31011519881031****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350,000 1.17%

5 陈炜 35212219671119**** 福建省建瓯市芝山一中宿舍 350,000 1.17%

6 任文 35210219671204**** 福建省邵武市五一九路 140,000 0.47%

7 王雯婷 31010519840926****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50,000 0.17%

上述自然人股东中，范卫列、范荷娜、张以宁均为中国国籍，范卫列、范荷娜

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张以宁拥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除此之外，其他自然人

股东均为中国国籍且均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3、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自然人股东中，范卫列与范荷

娜系父女关系，范卫列与陈炜系表兄弟关系，范荷娜与陈炜系表叔侄关系，潘嬿与

范荷娜系婆媳关系，范卫列系任文丈夫的堂哥，范荷娜系任文的堂侄女。除此之外，

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公司股东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 

经核查公司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公司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股东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财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爱尔福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公司设立时的股

本由爱尔福有限账面净资产折股形成。 

公司各发起人不存在将其全资附属企业或其他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价入

股、或以在其他企业中权益折价入股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各发起人系以拥有的爱尔福有限净资产作为出资投入公司，

产权关系清晰，将上述资产投入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发起人的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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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设立方式系爱尔福有限按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发起人的出资已经山东和信验证到位。 

本所律师认为，发起人的出资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范卫列持有公司 91.43%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同时，范卫列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职，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能够对公司日常

经营决策起到重大影响。因此，应当认定范卫列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报告期内范卫列始终为公司控股股东，能够通过股权比例对公司重大

经营决策起到重要作用；且一直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能够通过在公司的任职对日常

运营管理施加重大影响。因此，范卫列一直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

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2、公司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根据范卫列出具的书面声明及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范卫列合法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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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发起人和现任股东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发起人和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合法合规；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产权关系

清晰，将该等资产投入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起人和股东的出资已全部到位，出

资方式合法合规；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合

法合规，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八、 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和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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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和股本结构，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五、公司的设立”

部分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 

（二）公司的历次股权变动 

自爱尔福有限成立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历次股权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1、 2006 年 12 月，设立 

爱尔福有限（筹）全体股东于 2006 年 11 月 11 日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通过公

司章程。章程显示：爱尔福有限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住所为昆山市花桥镇逢星路

南沿炉大桥东；经营范围：仪表，液位差压仪，各类新型仪表元器件，各类高档建

筑五金件的销售；经营期限为 20 年。 

2006 年 12 月 12 日，苏州天勤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苏天勤验字

（2006）1552 号），确认截至 2006 年 12 月 12 日止，爱尔福有限（筹）已经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8,000万元，其中何秀琴缴纳5,600万元，范卫列缴纳2,40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2006 年 12 月 13 日，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爱尔福有限核发《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爱尔福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何秀琴 5,600 70% 

2  范卫列 2,400 30% 

合计 8,000 100% 

2、 2013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1 月 11 日，爱尔福有限全体股东作出决议，同意何秀琴分别将其对爱

尔福有限的 5,520 万元出资和 80 万元出资平价转让给范卫列、范荷娜，同意增加范

荷娜为新股东；同日，爱尔福有限新股东会作出决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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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1 日，何秀琴分别与范卫列、范荷娜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 

2013 年 12 月 23 日，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并向爱尔福有

限换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爱尔福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 
认缴/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范卫列 7,920 99% 

2  范荷娜 80 1% 

合计 8,000 100% 

3、 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减资 

2015 年 9 月 8 日，爱尔福有限全体股东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减至 5,000 万元，同意范卫列减少对爱尔福有限的出资 3,000 万元，并通过了章

程修正案。爱尔福有限于减资决议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全体债权人，并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在《扬子晚报》上发布了减资公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无债权

人要求爱尔福有限清偿债务或要求爱尔福有限提供相应的担保。 

2016 年 4 月 8 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中汇

会验[2016]1584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爱尔福有限已减少实收资本 3,000

万元，其中减少范卫列出资 3,000 万元。变更后爱尔福有限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 5,0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21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并向爱尔福有限

换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爱尔福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 
认缴/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范卫列 4,920 98.4% 

2  范荷娜 80 1.6% 

合计 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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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年 4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3 月 18 日，范卫列与受让方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范卫列将其持有的

爱尔福有限 0.1%、0.28%、0.7%、0.7%、1.76%的股权（分别对应注册资本 5 万元、

14 万元、35 万元、35 万元、88 万元）以 7.5 万元、21 万元、52.5 万元、52.5 万元、

13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雯婷、任文、陈炜、张以宁、潘嬿。同日，公司全体股东召

开股东会会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6 年 4 月 28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并向公司换发新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爱尔福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 
认缴/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范卫列 4,743 94.86% 

2  范荷娜 80 1.6% 

3  潘嬿 88 1.76% 

4  张以宁 35 0.7% 

5  陈炜 35 0.7% 

6  任文 14 0.28% 

7  王雯婷 5 0.1% 

合计 5,000 100% 

5、 2016 年 10 月，第二次减资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全体股东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

至 3,000 万元，同意范卫列减少对爱尔福有限的出资 2,000 万元，并通过了章程修正

案。爱尔福有限于减资决议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全体债权人，并于 2016 年 8 月

20 日在《扬子晚报》上发布了减资公告。截至 2016 年 10 月 8 日，无债权人要求爱

尔福有限清偿债务或要求爱尔福有限提供相应的担保。 

2016 年 10 月 21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并向爱尔福有限

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爱尔福有限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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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范卫列 2,743 91.43% 

2  范荷娜 80 2.67% 

3  潘嬿 88 2.93% 

4  张以宁 35 1.17% 

5  陈炜 35 1.17% 

6  任文 14 0.47% 

7  王雯婷 5 0.17% 

合计 3,000 100% 

（三）爱尔福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设立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五、公司的设立”部分所述。 

（四）爱尔福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的股权变动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爱尔福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发生股本及股权结构变动事项。 

（五）发起人及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情况 

根据公司各股东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各股东所持爱福股份的股份不存在质押、代持、

信托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综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股权/股份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其股权设置和股

本结构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纠纷和风险。 

 

九、 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及获得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1、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仪表、液位差压

仪、各类新型仪表元器件、各类高档建筑五金件、切割工具、水暖器材、塑料机械、

玩具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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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锁具和压力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业务资质、许可、认证具体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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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序

号 
资质/认证/认可名称 证书编号 授予单位 有效期限/颁发日期 

1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F2014320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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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8-05 起三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

登记证书 

32239622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昆山海关 
2010-04-30 至 2017-03-31

3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 
02236683 昆山市商务局 2017-03-21 

4 

ISO 9001:2008（球形门锁

的制造；普通压力仪表的制

造） 

CNQMS016817 

NSP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gistrations 

2014-07-03 至 2017-07-02

5 

CSA 认证：水暖器材（low 

lead content certification 

program—plumbing 

products） 

2567516 CSA Group 2013-01-08 

6 

UL 认证：压缩气体调节器

附件（compressed gas 

regulator 

accessories-component） 

MH46070 UL inspection 
center 521 

2007-08-29 

7 
UL 认证：压力表（Gauges, 

High-pressure gas） 
SA32542 UL inspection 

center 521 
2007-08-29 

8 Supplier Assessment 16058341_ P+T 阿里巴巴 2017-03-29 至 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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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评估单位为

TUV 莱茵） 

9 校准证书（数显卡尺） 412160751-002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2 

10 校准证书（数显卡尺） 412160751-001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2 

11 校准证书（游标卡尺） 412160752-002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2 至 2018-03-21

12 检定证书（游标卡尺） 412160752-001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2 至 2018-03-21

13 检定证书（游标卡尺） 412160752-003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2 至 2018-03-21

14 检定证书（数字压力计） 512048335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1 至 2018-03-20

15 检定证书（数字压力计） 412160750-002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1 至 2018-03-20

16 检定证书（数字压力计） 412160750-001
昆山计量测试

所 
2017-03-21 至 2018-03-2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在其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并已取得从事该等业务所必需的全

部相关资质证书。 

（二）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等机构，但公司产品

主要用于出口。 

（三）公司的持续经营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以及 2017 年 1 月主营营业收入分

别为：81,163,577.20 元、91,306,172.82 元和 8,161,080.87 元，主营业务分别占当年度

/当期累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95.81%、94.74%、96.01%。公司目前主要收入来自于主营

业务收入，公司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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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业务明确，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十、 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依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存在如下主要关联方： 

1、主要关联自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要关联自然人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前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具体如下： 

序号 关联自然人姓名 关联关系

1  范卫列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91.43%的股份；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  范荷娜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范卫列的女儿 

3  黎明 公司董事 

4  潘嬿 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2.93%股权之股东，范荷娜配偶的母亲 

5  周应香 公司董事，何秀琴弟弟的配偶 

6  李琳 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7  孙国旺 公司监事 

8  郭玉臻 公司监事 

9  郝桂春 公司财务总监 

10  何秀琴 范卫列原配偶，二人已于 2016 年办理离婚手续；范荷娜的母亲

2、主要关联法人/机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要关联法人/机构包括：公司关联自然人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除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体如下： 

序号 关联法人名称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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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法人名称 关联关系 

1  艾佛机械仪表（昆山）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已注销 

2  富蕴县卡玛斯特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范卫列持有 75%的股权，

并担任执行董事 

3  福建武夷浩翔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范卫列持股 26.5%的企

业 

4  艾尔佛进出口 
何秀琴持股 99%，并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公司董

事周应香持股 1%，并担任该公司监事 

5  上海艾佛机械仪表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总监郝桂春曾担任董事长、何秀

琴曾担任董事的企业 

6  昆山市虹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总监郝桂春曾持股 50%并担任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7  奥顿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艾佛机械仪表（昆山）有

限公司的股东 

注： 

1、 富蕴县卡玛斯特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3 月 16 日，系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范卫列持有 75%的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

元，另有自然人刘资文持有该公司 25%股权、并担任监事。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

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锡矿石加工、销售。该公司目前已经停止经营，正在办

理注销手续。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与爱福股份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2、 福建武夷浩翔度假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根据

《审计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与爱福股份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3、 艾尔佛进出口主营业务为红酒的进出口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根据《审计报告》，

报告期内该公司与爱福股份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4、 上海艾佛机械仪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5 月 21 日，是一家由奥顿有限公司全资控股

的外商独资企业，报告期内郝桂春担任董事长、何秀琴担任董事。经营范围为：生产压

力表、五金工具，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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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公司已于 2011 年以前停止业务经营并持续至今。

2017 年 5 月 5 日，该公司股东作出决定，免去何秀琴的董事职务，免去郝桂春的董事、

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2017 年 5 月 15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公司上述

变更。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与爱福股份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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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昆山市虹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6 日，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总监郝桂春

持股 5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另有自然人竺凌持有 50%的股权并担任监事。该

公司经营范围为：五金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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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6 日，郝桂春与王

国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该公司 50%的股权转让给王国昌。由于该公司

规模较小，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按照注册资本平价转让。同日，郝桂春辞去该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根据郝桂春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郝桂春与王国昌无关联

关系，股权转让价款业已实际支付。2017 年 5 月 19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该

公司上述变更。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与爱福股份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披露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审计报告》、公司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

所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认定和披露符合《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认

定准确、披露全面，公司不存在为规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三）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情况如

下：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2017 年 1 月份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①销售货物  
   

奥顿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

艾佛机械仪表（昆山）

有限公司的股东 
284,137.45 2,396,890.03 3,842,404.55 

2、 关联抵押担保情况 

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抵押担保物产权 

编号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范卫列、何秀琴 4,975,000.00 2015/4/20 2022/4/19 
沪房地长字（2001）

第 044058 号 
否 

范卫列、何秀

琴、范何娜 
10,332,000.00 2015/4/20 2022/4/19 

沪房地长字（2003）
第 018442 号 

否 

3、 关联方资金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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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份 
单位：元 

2017 年 关联方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其他应收款 范卫列 

其他应收款 何秀琴 

其他应付款 范卫列    251,424.69 
 

      251,424.69 

其他应付款 何秀琴      93,988.61        79,498.00        14,490.61 

2016 年 
单位：元 

2016 年 关联方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其他应收款 范卫列 23,032,729.68  28,070,987.37 51,103,717.05 
其他应收款 何秀琴  
其他应付款 范卫列 74,768,835.02  74,517,410.33 251,424.69 
其他应付款 何秀琴      48,729.41   9,220,751.73    9,266,010.93   93,988.61 

2015 年 
单位：元 

2015 年 关联方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其他应收款 范卫列  21,208,759.40 111,384,931.04 109,560,960.76 23,032,729.68 
其他应收款 何秀琴     320,835.07     320,835.07 
其他应付款 范卫列   7,114,589.29   7,114,589.29 
其他应付款 何秀琴     640,000.00     591,270.59    48,729.41 

4、 关联方往来余额 

（1） 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其他应收款 范卫列 23,032,729.68 

  合计 23,032,729.68 

（2） 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范卫列 251,424.69 251,424.69 
其他应付款 何秀琴 14,490.61 93,988.61 48,729.41

合计  265,915.30 345,413.30 48,729.41

（四）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报告期内未就关联交易制定《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等专项制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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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未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并确认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

以来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公允，对

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规范制度 

经核查，为了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公允性，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及《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中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

事项时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及其他公允程序，且有关议事规则及决策

制度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制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第五条和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上述制度制定实施以来，公司及相关股东、董事能严格按照上述制度

执行。 

（六）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已出具《关于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不利用承诺人控制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承诺

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从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权利。 

（2）杜绝承诺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非法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

情况下，不要求公司违规向承诺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承诺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公司及其控制企业发生不必要的

关联交易，如确需与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 

①督促公司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督促相关方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

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②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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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与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及公众股东利益的行为； 

③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督促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④承诺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通过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来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同业竞争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富蕴县卡玛斯特矿业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锡矿石加工、销售 

锡矿石加工、

销售；实际已

停止经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富蕴县卡玛斯特矿业有限公司主营业

务为锡矿石加工和销售，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该公司由于未按时年检，于 2011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现工商注销手续正在办理中。 

（八）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范卫列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具体内容如

下： 

（1）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目前没有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爱福股份的主营业务及其它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下

称“竞争业务”）； 

（2）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于承诺

人作为对爱福股份直接/间接拥有权益的主要股东/关联方期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

任何方式从事竞争业务或可能构成竞争业务的业务； 

（3）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将来面

临或可能取得任何与竞争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它商业机会，在同等条件下赋予

爱福股份该等投资机会或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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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承诺函出具日起，承诺函及承诺函项下之承诺为不可撤销的，且持续有

效，直至承诺人不再成为对爱福股份直接/间接拥有权益的主要股东/关联方及之后一

年期限届满为止； 

（5）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和/或下属企业如违反上

述任何承诺，承诺人将赔偿爱福股份及爱福股份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 

 

十一、 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 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曾持有艾佛机械仪表（昆山）有限公司 65%的股权，奥顿有限

公司持有其 35%的股权。2012 年 10 月 9 日，艾佛机械仪表（昆山）有限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经营，并注销工商登记、税务登记。 

昆山市国家税务局、昆山市地方税务局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2013 年 12

月 19 日同意艾佛机械仪表（昆山）有限公司的注销税务申请；2013 年 11 月 5 日，

昆山海关通知艾佛机械仪表（昆山）有限公司有关监管、税款清理事宜已经办清；

2015 年 11 月 23 日，昆山市商务局出具批复文件同意艾佛机械仪表（昆山）有限公

司提前终止；2015 年 12 月 14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艾佛机械仪表（昆

山）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 

（二）自有土地及房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自有土地及房屋情况如下： 

1、 土地使用权： 

公司持有昆山市人民政府于 2007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昆国

用（2007）第 12007111098 号），土地坐落于昆山市花桥镇逢星路南侧（即现在的昆

山市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使用权面积为 67,381.2

平方米，使用权期限至 2057 年 3 月 26 日止。 

2012 年 4 月 28 日，爱尔福有限与昆山财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爱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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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将其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位于昆山市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的土地中 50 亩地块

出租给昆山财博，租期 17 年，自 2012 年 4 月 28 日起至 2029 年 4 月 27 日止，并由

昆山财博在该地块上出资建造工业厂房。租赁期限内，昆山财博有权将其建造的上

述工业厂房进行出租收取租金；租赁期满，出租地块上的全部建筑物及固定设施无

偿归公司所有。截至 2015 年 8 月，昆山财博出资建造的共计 13 幢房屋全部完工，

相关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公司名下。 

昆山市国土资源局花桥分局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出具证明，确认爱尔福有限能

够自觉遵守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守法经营；爱尔福有限不存在违反有关国

土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为，依法出租土地使用权，依法使用土地，

不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的情形。 

2、 房屋所有权 

房屋坐落地 登记时间 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用途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1号 63.52 配电室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2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2号 35.14 门卫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3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3号 23.48 泵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4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4号 4948.13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5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5号 5405.26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6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6号 5034.23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7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7号 5034.23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8 号楼 2008-09-26 花桥字第 131011978号 5034.23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9 号楼 2013-12-27 花桥字第 131090774号 1356.62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0 号楼 2013-12-27 花桥字第 131090778号 1980.47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1 号楼 2013-12-27 花桥字第 131090776号 1816.15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2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594号 49.46 配电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3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595号 27.88 垃圾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4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597号 38.44 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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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5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598号 2456.50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6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599号 3064.89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7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0号 3212.54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8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1号 3348.28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9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2号 2172.41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20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3号 1307.19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21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4号 2293.92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22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5号 2406.40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23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6号 2328.29 厂房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24 号楼 2015-08-28 花桥字第 131109607号 1855.30 厂房 

上述房产中，昆山财博出资建设的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2 号楼至 24 号楼由昆

山财博自行出租，其余房产除公司自用外，公司将部分房产进行出租，对外出租情

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租赁房产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间 

租金 

（元） 

1 昆山沂尔灏机械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号3号厂房
248.00 

2016-01-01 至
2018-12-31 

3,017/月 

2 昆山赛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300.00 

2016-02-18 至
2018-02-17 

5,475.00/
月 

3 昆山鸿图电子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号4号厂房
1,229.00 

2016-03-01 至
2021-02-29 

15,700.48/
月 

4 上海信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号3号厂房
100.00 

2016-05-01 至
2019-04-30 

1,216.00/
月 

5 吴祥鹏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4 号楼 
400.00 

2016-05-01 至
2019-04-30 

7,300.00/
月 

6 昆山市真膳美餐饮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号8号厂房
4,948.13 

2016-05-01 至
2021-12-31 

11,900.00/
月 

7 昆山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

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1,356.62 

2016-07-01 至
2018-06-30 

26,821.5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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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昆山美利德门窗游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4 号楼 
400.00 

2016-08-01 至
2019-01-31 

7,300.00/
月 

9 上海亿加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5 号楼 
1,816.15 

2016-08-15 至
2019-08-14 

38,668.86/
月 

10 
昆山富佳泰精密模具有限公

司；上海普鼎精密模具有限公

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4 号楼 
360.00 

2016-09-15 至
2018-09-14 

7,117.50/
月 

11 上海科挚实业有限公司昆山

分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号1号厂房
1,101.40 

2016-10-01 至
2021-09-30 

13,400.37/
月 

12 特人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花桥镇逢星路

599 号 6 号楼 
1,980.40 

2016-11-01 至
2019-10-30 

42,166.02/
月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将部分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

为公司向银行的借款提供担保。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上述房产及土地

使用权的抵押情况详见附件一。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审计报告》，公司有能力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如期足额

还款，不存在可能逾期还款或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自有土地和房产的

权属产生不利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有土地和房产的取得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且

均办理了产权证明，系公司合法所有、合法出租，不存在重大的潜在风险和纠纷。 

（三）车辆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爱福股份共

拥有 4 辆车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号牌号码 车辆识别代码 注册日期 品牌型号 

1  苏 EP081K LSGUD84XXBE008399 2011-03-03 别克牌 SGM6529AIA 

2  苏 E293XD LGKG42G70C9733028 2012-05-09 东风牌 EQ6410LF23Q4 

3  苏 E92JT7 WDDUG6DB5GA273277 2016-07-18 
梅赛德斯-奔驰
WDDUG6DB 

4  苏 E16VT9 LS5A3ABR7FB054600 2016-10-27 长安牌 SC7141A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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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产权 

1、专利权 

根据公司相关人员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名下共有 19 项专利权，另有 4 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具体如下：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爱尔福有限 
一种轴向充油压力

表卡入式固定架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1127278.6 

2016-10-16 2017-04-12 

2 爱尔福有限 
一种安装距离可调

试闭锁锁舌结构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1080028.1 

2016-9-26 2017-03-29 

3 爱尔福有限 一种隐形单头锁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1080033.2 

2016-9-26 2017-03-29 

4 爱尔福有限 
一种可调距闭锁锁

舌结构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0040092.0 

2016-01-15 2016-06-08 

5 爱尔福有限 
一种压力表调零机

芯机构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0005932.X 

2016-01-04 2016-06-01 

6 爱尔福有限 
一种快捷更换弹子

型锁头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932933.4 

2015-11-20 2016-04-13 

7 爱尔福有限 
一种机械式压力表

调校指针机构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933646.5 

2015-11-20 2016-03-23 

8 爱尔福有限 
一种单头锁定向装

配饰圈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906514.3 

2015-11-13 2016-03-23 

9 爱尔福有限 一种胎压表保护套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907115.9 

2015-11-13 2016-03-23 

10 爱尔福有限 
一种房门可调锁扣

板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886297.6 

2015-11-09 2016-03-23 

11 爱尔福有限 
一种单头可调节锁

扣板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886827.7 

2015-11-09 2016-03-23 

12 爱尔福有限 
一种半圆连杆与衬

管倒钩配合结构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887054.4 

2015-11-09 2016-04-13 

13 爱尔福有限 
一种抗震充油压力

表开关油塞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887445.6 

2015-11-09 201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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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爱尔福有限 
一种双位距大门锁

舌结构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890376.4 

2015-11-09 2016-03-23 

15 爱尔福有限 
一种斜面保险小舌

大门锁舌结构 
实用

新型
ZL 2015 2 
0890626.4 

2015-11-09 2016-03-23 

16 爱尔福有限 
一种双抗震机芯及

包含双抗震机芯的

抗震压力表 

实用

新型
ZL 2013 2 
0186370.X 

2013-04-15 2013-09-04 

17 爱尔福有限 
一种浴室锁保险装

置 
实用

新型
ZL 2013 2 
0186440.1 

2013-04-15 2013-09-04 

18 爱尔福有限 
一种轴向凸装式压

力表环形固定架 
实用

新型
ZL 2012 2 
0643223.6 

2012-11-29 2013-05-13 

19 爱尔福有限 
一种可左右互换执

手锁 
实用

新型
ZL 2012 2 
0643337.0 

2012-11-29 2013-05-15 

正在申请中的专利：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号 专利申请日

1 爱尔福有限 一种外装执手锁头 实用新型 201720277019.X 2017-03-21

2 爱尔福有限 
一种平拉可调解安装距离的大

门锁舌 
实用新型 201720277018.5 2017-03-21

3 爱尔福有限 一种防盗弹子 实用新型 201720303922.9 2017-03-27

4 爱尔福有限 一种前厅门锁前档 实用新型 201621080033.2 2017-03-27

2、商标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名下共

有 2 项注册商标，具体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注册号 商标图样 到期日 注册类别 

1 爱尔福有限 13728072 

 

2015-07-21 至
2025-07-20 

6 

2 爱尔福有限 13728123 

 

2015-06-21 至
2025-06-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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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拥有上述知识产权，该等知识产

权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存在

对他方依赖而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独立性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不存在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及仲裁。 

（五）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固定资产清单》以及本所律师抽查主要设备的

采购发票及相关协议，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机器设备及办公设备等，系

公司通过采购等方式取得上述生产经营设备的所有权/使用权，权属关系真实、合法、

有效。 

（六）公司对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行使的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

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存在担保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公司合法有效地取得上述主要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该等主要资产不存在重

大产权纠纷； 

2、除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主要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存

在受到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3、公司资产权属清晰、证件齐备，不存在权利瑕疵、未决的权属争议纠纷或其

他权属不明的情形； 

4、公司不存在资产产权共有的情形，不存在对他方重大依赖。 

 

十二、 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业务合同均能够合法有效的签署，且履行正常。报告期内，对公司持续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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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合同 

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框架协议，公司与客户在采购框架协议中主要约定产品标准、数量、付款方

式、交货期限等内容。公司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采购合同中，对于公司持续经营、未来发展或财务

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采购合同如下： 

序

号 供应商 合同主体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长兴博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锁头、锁舌 2014-05-10 履行完毕

2 昆山固成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球、复圈 2015-01-01 履行完毕

3 昆山沂尔灏机械仪表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球、复圈 2015-03-01 履行完毕

4 舟山市半岛铜业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铜接头 2015-03-04 履行完毕

5 无锡市精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球、锁舌 2015-04-05 履行完毕

6 长兴博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锁头、锁舌 2015-05-10 履行完毕

7 余姚市低塘镇鑫泰电器冲件场 爱尔福有限 电泳底壳 2016-01-30 履行完毕

8 昆山沂尔灏机械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球、复圈 2016-03-01 履行完毕

9 舟山市半岛铜业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铜接头 2016-03-04 履行完毕

10 无锡市精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球、锁舌 2016-04-05 履行完毕

11 长兴博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锁头、锁舌 2016-05-10 正在履行

12 
上海星齐印刷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爱尔福有限 包装物 2017-01-11 正在履行

13 上海万昂五金厂 爱尔福有限 执手 2017-02-01 正在履行

14 安吉名丰金属制品厂 爱尔福有限 复圈衬 2017-02-03 正在履行

15 
宁波市北仓区新碶浩得瑞金属

材料经营部 
爱尔福有限 普通接头 2017-02-06 正在履行

16 昆山沂尔灏机械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球、复圈 2017-03-01 正在履行

17 舟山市半岛铜业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铜接头 2017-03-04 正在履行

18 舟山市永盛仪表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充油表上接

头 
2017-03-18 正在履行

19 无锡市精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爱尔福有限 球、锁舌 2017-04-05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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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销售合同 

公司主要客户主要为海外客户，公司与客户签署框架合同后，均为长期合作关系，合同持续供货

周期较长，一般不约定具体价格。在具体业务发生时，双方会通过订单进行确认。报告期内，公司重

大销售合同的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ENGINEERED SPECIALTY 
PRODUCTS INC. 

Pressure gauge 2014-05-03 履行完毕

2 MFS Supply Door Lock 2014-05-21 履行完毕

3 Boshart Industries Inc. Pressure Gauge  2014-06-15 履行完毕

4 Wesco Suzhou Trading Co., Ltd. Door Lock 2014-07-05 履行完毕

5 
PREMIERE LOCK  COMPANY, 
LLC(DBA WESLOCK) 

Pressure Gauge  2014-08-21 履行完毕

6 
ENGINEERED SPECIALTY 
PRODUCTS INC. 

Pressure gauge 2015-05-03 履行完毕

7 MFS Supply Door Lock 2015-05-21 履行完毕

8 Wesco Suzhou Trading Co., Ltd. Door Lock 2015-07-05 履行完毕

9 
PREMIERE LOCK  COMPANY, 
LLC(DBA WESLOCK) 

Pressure Gauge  2015-08-21 履行完毕

10 Wesco Suzhou Trading Co., Ltd. Door Lock 2014-07-05 履行完毕

11 
ENGINEERED SPECIALTY 
PRODUCTS INC. 

Pressure gauge 2016-05-03 正在履行

12 Unified Valve., Ltd Pressure gauge  2016-05-10 正在履行

13 MFS Supply Door Lock 2016-05-21 正在履行

14 TAPRITE FASSCO MFG INC Pressure gauge  2016-06-05 正在履行

15 Boshart Industries Inc. Pressure Gauge  2016-06-15 正在履行

16 Wesco Suzhou Trading Co., Ltd. Door Lock 2016-07-05 正在履行

17 Advanced Affiliates Co., Ltd. Door lock 2016-07-07 正在履行

18 AMERICAN GRANBY INC. Door Knob ,Door lock 2016-07-15 正在履行

19 AMERICAN BOLT & SCREW Door Knob ,Door lock 2016-08-0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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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20 
PREMIERE LOCK  COMPANY, 
LLC(DBA WESLOCK) 

Pressure Gauge  2016-08-21 正在履行

3、 借款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编号 合同对方 借款金额

（万元） 合同期限 

1 
昆农商银流借字

（2016）第 0032916 号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240.00 

2016-08-11 至
2017-06-20 

2 
昆农商银流借字

（2016）第 0032888 号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280.00 

2016-08-11 至
2017-06/20 

3 
昆农商银流借字

（2016）第 0036512 号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450.00 

2016-09-08 至
2017-06-09 

4 
昆农商银流借字

（2016）第 0041135 号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450.00 

2016-10-18 至
2017-06-15 

5 
昆农商银流借字

（2016）第 0047297 号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300.00 

2016-12-09 至
2017-06-12 

6 
昆农商银流借字

（2016）第 0047300 号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280.00 

2016-12-09 至
2017-06-12 

4、 抵押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抵押合同如下： 

序

号 抵押权人 抵押人 抵押物
担保金额 

（元） 
合同编号

1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爱尔福有限机械仪

表有限公司 
房产 9,700,000.00 2511002 

2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爱尔福有限机械仪

表有限公司 
房产 17,051,900.00 0011134 

3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爱尔福有限机械仪

表有限公司 
房产 5,400,000.00 2511004 

4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爱尔福有限机械仪

表有限公司 
房产 14,300,000.00 2511003 

5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爱尔福有限机械仪 土地 15,000,000.00 25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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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商务城支行 表有限公司 

5、 外协加工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外协加工合同如下： 

序

号 委托方 加工方 合同内容 经营范围 履行期限 

1 
爱尔福

有限 
资勇五金制品（太

仓）有限公司 
电镀抛光

生产汽车锁、门锁及其配件、汽车

配件、运动器材、灯具、涂装器具

和高档建筑五金件、水暖器材及五

金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公司自产

产品；承接电镀涂装来料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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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1
至 

2017-12-31

2 
爱尔福

有限 
太仓市梅郢金属

制品厂 
组装 

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家具用金属

配件、金属构件及其零件、五金件；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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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1
至 

2017-12-31

3 
爱尔福

有限 
上海信炎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组装 

五金制品、冲压件、机械加工，五

金交电、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

子产品、橡塑制品、文化办公用品、

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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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1
至 

2017-12-31

4 
爱尔福

有限 
太仓伟林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 
组装 

生产、加工、销售五金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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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1
至 

2017-12-31

注：资勇五金制品（太仓）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环评审批（苏环建[2006]1127

号），该公司目前持有太仓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编号为：太环字第 62844975-1 号排污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 

（二）金额较大的应收、应付款 

1、 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

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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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17 年 1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占应收账款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PREMIERE LOCK COMPANY,LLC, 2,529,692.49 27.85 - 

Wesco SuZhou Trading co.ltd 1,239,422.21 13.65 - 

MFS Supply 1,226,576.84 13.50 - 

TAPRITE FASSCO MFG INC  810,624.67 8.92 - 

American Bolt & Screw Cacifornia 745,543.33 8.21 - 

合计 6,551,859.54 72.13 -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

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2017 年 1 月 31 日 账龄 
占其他应收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

例(%) 

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昆山沂尔灏机械有

限公司 
 借款 1,045,138.88 1 年以内 70.83 

江苏百福臻食品有

限公司 
 借款   400,000.00 5 年以上 27.11 400,000.00

黎明 备用金  20,384.11 1 年以内 1.38  

邱文将 备用金  7,000.00 1 年以内 0.47  

张锡金 备用金  2,000.00 1 年以内 0.14  

合计  1,472,522.99 99.80 400,000.00 

2、 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无账龄超过一年的重要应付款或其他应付款。 

本所律师认为，除对昆山沂尔灏机械有限公司、江苏百福臻食品有限公司的其

他应收款系因借款等往来形成外，其他上述应收、应付款均为公司在日常业务经营

中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清晰。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百福臻食品有限公司已

注销，对其的 4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 

（三） 公司的侵权之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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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四） 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及相互担保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一、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

业竞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重大合同合法、有

效，其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原因产

生的侵权之债；除对昆山沂尔灏机械有限公司、江苏百福臻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应

收款系因借款等往来形成外，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系正常的经营活

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三、 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公司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资产 

1、公司自爱尔福有限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没有发生过合并、分立、

增资扩股的行为。 

2、公司自爱尔福有限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生过减少注册资本行为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股本及演变”），该等减资行为符合当时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收购或出售资产的行

为。 

（二）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计划 

根据公司的书面声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拟进行重大资产

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的计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发生的减资行为符

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且公司确认没

有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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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一）公司设立时的章程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同日，全体发起人共同签署《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并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在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登记。 

综上，公司设立时的章程业经全体发起人审议并一致通过，其制定程序和内容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章程的修订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章程未作修订。 

（三）经核查，《公司章程》的内容系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拟申请本次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情况而起草，《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法定程序，《公司章程》

的内容已按有关制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十五、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情况 

（一）公司的组织机构 

1、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行使其法定职权。 

2、董事会 

董事会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向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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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行使其法定职权。 

董事会下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

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事宜。 

3、监事会 

监事会为公司的监督机构，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和由职工

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对股东大会负责。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行使其法定职权。 

4、经营管理层 

以总经理为主的经营管理层为公司的执行机构，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并对董事会负责。总经理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行使其法定职权。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依法建立“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 

（二）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

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等相关治理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根据《公司法》、《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建立公司治理制度。 

（三）公司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 

报告期内，爱福股份共召开 1 次股东大会、1 次董事会会议、1 次监事会会议，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日期 通过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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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2017-04-18 

1. 《关于昆山爱尔福机械仪表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为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的折股

方案的议案》； 
2. 《关于股份公司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3. 《关于股份公司设立费用的报告》； 
4. 《关于设立股份公司并授权筹备委员会负责

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事宜的议案》； 
5.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7. 《关于选举股份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8.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12.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3.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14.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防范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15.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16.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17.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年报

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18.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9.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纠纷

处理管理办法>的议案》； 
20.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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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1. 《关于同意公司股票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

案》； 
22.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

相关手续的议案》； 
23. 《关于<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止）>的议案》；

24. 《关于追认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议案》； 
25. 《关于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项目主办券商的议案》； 
26. 《关于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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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伙）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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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计机构

的议案》； 
27. 《关于聘请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项目专项法律顾问的议案》。 

2、公司董事会的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日期 通过议案 

1  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 
2017-04-18 

1.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2.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3.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4.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5.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6. 《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7. 《关于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议案》。 

3、公司监事会的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日期 通过议案 

1  公司第一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 
2017-04-18 1.《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相关决议内容均合法、

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三会一层”均已按照

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治理机制健全；公司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的历次股东

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决议内容及签署均真实、合法、有效。 

 

十六、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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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任职 在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1  范卫列 董事长、总经理 无 

2  范荷娜 董事、董事会秘书 无 

3  黎明 董事 无 

4  潘嬿 董事 无 

5  周应香 董事 艾尔佛进出口担任监事 

6  郝桂春 财务总监 无 

7  李琳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无 

8  孙国旺 监事 无 

9  郭玉臻 监事 无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董事均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孙国旺、郭玉臻

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李琳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高级管理人员

均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书面确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查询的《个人信用报告》、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并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

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如下： 

序号 时间 任职情况 

1 2015 年 1 月
范卫列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何秀琴担任公司监事。 

2 2017 年 4 月
范卫列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范荷娜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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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潘嬿、周应香担任公司董事； 

郝桂春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李琳、孙国旺、郭玉臻担任公司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变化完善了公司治理结

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已经履行必要的

法律程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变化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历次变化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十七、 公司的税务及政府补贴 

（一）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增值税 

境内销售商品应纳税收入 17% 

境外销售商品应纳税收入 0% 

出租不动产应应纳税收入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 5% 

教育费附加 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 2%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5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

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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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GF201432000740），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公司 2014、2015、2016 年度依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真实、合法、合规。 

（三）公司享受的主要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获得如下财政补贴： 

2016 年度： 

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16 年度 依据 

江苏省外贸稳增长专项资金 14,900.00 昆商[2015]42 号 

合计 14,900.00  

2015 年度： 

单位：元 

补助项目 2015 年 依据 

外贸稳增长专项资金 24,000.00 昆财字[2014]232 号文件 

苏州市外贸稳增长专项资金 30,000.00 苏财企字[2015]40 号 

昆山市外贸转型专项资金 20,000.00 昆财字[2014]122 号 

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4,000.00 苏财工贸[2014]203 号 

工业经济专项资金 2,000.00 昆财字[2014]230 号 

合计 80,00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 

（四）公司最近两年依法纳税的情况 

2017 年 3 月 22 日，苏州市昆山地方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科出具证明，确认公

司能按规定办理申报纳税，无因偷税而被税务行政处罚的情形。 

2017 年 3 月 24 日，昆山市国家税务局出具证明，确认公司能按规定办理申报纳

税，无因偷税而被税务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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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公司在报告

期内依法纳税；公司不存在重大税务违法违规的情况；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税收行

政处罚事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所涉及的违法

行为并非发生于报告期内，该等税收行政处罚事项对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不构成实

质性法律障碍。 

 

十八、 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情况 

2006 年 12 月 18 日，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对昆山爱尔福机械仪表有限

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昆环建[2006]5306 号），同意公司申报

的建设项目。2011 年 8 月 29 日，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同意公司申报的建设项目通过环

保验收。 

由于扩大生产规模，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重新申请了环评登记；根据公司

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昆山环保登记备案公示系统，2017 年 5 月 19 日，

公司就新增产能完成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公司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 79 类仪器仪表及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项中仅组装的，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

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1 号）有关规定，公司仅需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显示，公司项目建成后年产锁具 1,000 万把、压力表

1,200 万只；项目主要环境影响为生活废水及固废，其中生活污水直接通过市政污水

管道排放至花桥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废弃包装材料集中收集

后作为废旧物资出售给有资质的物资单位进行回收利用。 

《苏州市排水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

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排水户）向公共污水管道排放污水的，应

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程序向排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

许可证方可排放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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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的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公司并不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

工业废水或医疗污水，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2013 年 5 月 8 日，昆山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核发《城市排水许可证》（苏（EM）字第 2013050803 号），准予公司在许可

范围内向城市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城市排水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2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合法合规。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未发生违反质量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质量事故而

与公司客户发生诉讼、仲裁的情形。2017 年 3 月 31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

证明，确认公司未有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之

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质量标准和技术监督标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三）劳动保障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公司共有员工 118 人，公司已为 105 人缴纳

了社保，为 106 人缴纳了公积金（社保和公积金均有 3 人于上海人事代理机构代缴）。 

公司未为 13 人缴纳社保的原因是：1 名员工因参加新农合自愿放弃缴纳；10 名

员工为退休返聘无需缴纳社保；2 名员工为当月新入职人员，自次月开始缴纳社保。

公司未为 12 人缴纳公积金的原因是：1 名员工因参加新农合自愿放弃缴纳；10 名员

工为退休返聘无需缴纳公积金，但公司作为福利为其中一名退休人员缴纳了公积金；

2 名员工为当月新入职人员，自次月开始缴纳公积金。 

2017 年 3 月 22 日，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确认公司正常参保，

无欠费，亦未受到社会保险方面的行政处罚。 

公司控股股东范卫列已出具承诺，若公司因为员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不符合规定而承担任何滞纳金、罚款或损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

诺承担相关连带责任，为公司补缴各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并承担滞纳金、罚

款等一切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四）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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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出具证明，确认公司在江苏省工商系统市场信用

数据库中没有违法、违规及不良行为投诉举报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工

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而被

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九、 公司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坚持追求以客户需求研发产品，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及技

术水平，谨以更好、更优的售前和售后服务。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夯实现有基础业务，

确保公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业务和新市场；在公司的两种主

要产品锁具和压力表方面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打造更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优

势和品牌优势。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公司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 

（二）报告期内公司涉及如下诉讼及仲裁： 

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

信息查询网上查询，报告期内公司涉及如下诉讼、仲裁： 

1、2007 年 6 月 29 日，黄培根与重固公司签署《内部协议书》，重固公司安排黄

培根的工程队在位于昆山市花桥镇逢星路的爱尔福有限住所地进行施工（黄培根系

挂靠在重固公司名下的工程队队长，重固公司与爱尔福有限签署建设合同，由黄培

根负责具体施工）。2007 年 11 月 27 日，爱尔福有限与重固公司签署《承诺书》，确

认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原承包合同，并已于 2007 年 11 月 22 日办理完毕建设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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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结算手续，重固公司负责施工的工程部分已经由爱尔福有限按原合同约定及实

际完成工程量支付完毕已完工工程价款。 

2014 年 8 月，原告黄培根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

（1）爱尔福有限支付工程款、误工费、补偿费 2,712,886 元；（2）爱尔福有限支付

以 2,712,886 元为本金，自 2008 年 9 月 28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8%

计算的利息。 

2015 年 5 月 4 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青民三（民）初字第

2921 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爱尔福有限已经支付全部工程款，对黄培根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黄培根在上诉期内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因未能在规定期限

内缴纳上诉费，被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2、2007 年 10 月 13 日，上海慷培浒工贸有限公司与爱尔福有限签署《昆山爱尔

福机械仪表有限公司一期厂区回填土工程合同书》，约定由上海慷培浒工贸有限公司

进行爱尔福有限一期厂区回填土工程的施工，合同价款为 52.026 万元。后上海慷培

浒工贸有限公司因爱尔福有限拖欠土方款而诉至昆山市人民法院。 

对此，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2）昆花民初字第 04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爱尔福有限支付上海慷培浒工贸有限公司土方款 50万元。爱尔福有限不服上述判决，

向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 8月 20日，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

苏中民终字第 1392 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爱尔福有限提供的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1月支付凭证，上面明确记载为回填土款或转账为代收回填土款共计 52.026万元，

付款事由明确，争议双方对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判决撤销昆山市人民法院

（2012）昆花民初字第 0481 号民事判决，并驳回上海慷培浒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

求。 

上海慷培浒工贸有限公司对上述二审判决不服，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再审申请。2015 年 7 月 10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审二民申字第

00562 号民事裁定书，因本案纠纷发生于 2007——2008 年间，但上海慷培浒工贸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才就涉案土方款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裁决驳回上

海慷培浒工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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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年 9 月，昆山财博（以下简称“原告”）向昆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1）爱尔福有限将原告有权合法使用、收益、转租房产所需的相关资

料给付原告；（2）爱尔福有限向原告赔偿因其将13幢房屋进行抵押而造成的原告2016

年度转租利益损失约 90 万元。 

2016 年 12 月 7 日，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苏 0583 民初 14377 号民事

判决书，驳回昆山财博的全部诉讼请求。昆山财博未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案件均已完全了结。 

（三）报告期内公司受到如下行政处罚： 

2016 年 8 月 25 日，江苏省昆山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昆

国税罚[2016]246 号），认定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

少缴增值税 229,267.22 元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公司处以 0.5 倍的罚款（114,633.61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按照税务主管机关的要求补缴税款并缴纳罚款。 

本所律师认为：（1）根据《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修订<江苏省国税系统重大税

务案件审理实施办法>的公告》（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第 9 号）中关于重大税

务处罚案件的标准，苏州市局重大处罚案件标准为 100 万元，县（区）局重大处罚

案件标准为 15 万元，爱尔福有限受到罚款金额为 114,633.61 元，低于上述标准；（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纳税人不进行

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

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上述行政处罚按照少缴

的税款的 50%（罚款下限）罚款，违法行为情节相对轻微，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3）通过江苏省国家税务局网站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查询系统查询，公司无重大

税收违法记录；根据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的查询结果，公司未

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4）在上述行政处罚事项发生后，公司已

及时整改，规范情况良好；（5）上述罚款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影响较小；（6）上述违

法行为发生于报告期之前；根据公司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公司在报告期

内未涉及任何税务违法行为；（7）上述行政处罚不构成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

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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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行政处罚外，报告期内公司不曾受到其他行政处罚。 

（四）根据公司股东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 

（五）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

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二十一、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影响其本次挂牌并公开转

让的违法、违规行为；除尚需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外，公司已

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挂牌条件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及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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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昆山爱福机械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刘东） 

 

 

  

 经办律师：                 

（王雨峰） 

  

 

 

                   

（董恺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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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司自有房产和土地的抵押情况 

序

号 抵押权人 最高额借款及综合授信合

同编号 
授信金额

（万元） 使用期限 抵押物 抵押合同编号 担保期间 

1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商务城支行 
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

（2016）第 0011135 号 
1,705.19 

2016-02-24
至

2021-02-23 

16 号楼 
17 号楼 
18 号楼 
20 号楼 

昆农商银高抵字

（2016）第 0011134 号

2016-02-24
至

2021-02-23 

2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商务城支行 
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

（2014）第 2511004 号 
540 

2014-03-14
至

2019-03-13 

9 号楼 
10 号楼 
11 号楼 

昆农商银高抵字

（2014）第 2511004 号

2014-03-14
至

2019-03-13 

3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商务城支行 
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

（2014）第 2511003 号 
1,430 

2014-03-14
至

2019-03-13 

6 号楼 
7 号楼 
8 号楼 

昆农商银高抵字

（2014）第 2511003 号

2014-03-14
至

2019-03-13 

4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商务城支行 
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

（2014）第 2511002 号 
970 

2014-03-14
至

2019-03-13 

4 号楼 
5 号楼 

昆农商银高抵字

（2014）第 2511002 号

2014-03-14
至

2019-03-13 

5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商务城支行 
昆农商银高借综授字

（2014）第 2511001 号 
1,500 

2014-03-03
至

2019-03-02 
土地 

昆农商银高抵字

（2014）第 2511001 号

2014-03-03
至

2019-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