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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所 指 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关于武汉奥森迪科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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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

说明书》 

《审计报告》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

号为京永审字（2017）第 146208 号《审计报告》 

长江证券 指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永拓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有限公司、奥森有限 指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奥森迪科 指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奥森贸易 指 武汉奥森迪科贸易有限公司 

高思易 指 武汉高思易数控有限公司 

华工投资 指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工股份 指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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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 指 
奥森有限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的行为 

挂牌 指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挂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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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奥森迪科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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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

同》，本所接受委托，担任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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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发表法律意见之前，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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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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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仅就与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

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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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公司已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全部事实材料、

批准文件、证书和其他有关文件，并确认：公司提供的所有文件均真实、合法、

有效、完整，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的签名、

印鉴均真实，所有的复印件或副本均与原件或正本完全一致。 

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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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本所

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法律专业人

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及本所

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公司部分或

全部在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申请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照相关审核机关的要求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经本所律师核查，现就公司本次挂牌并公

开转让的条件和行为等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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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挂牌转让的批准 

 2017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股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相关活动，并纳入非上市公

司监管的具体事宜》《关于公司股票以协议交易方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具体事宜》《关

于提请召开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等议案。 

（二）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挂牌转让的批准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股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相关活动，并纳入非上

市公司监管的具体事宜》《关于公司股票以协议交易方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具体事宜》

等议案，批准本次挂牌转让。  

经核查股份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决议和会议

记录等材料，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程序作出批准本次股票公开转让的决议。 

2、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3、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公开转让事宜的授权范围和授权程

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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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截至公司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申请股票公开转让之日，公司股东人数

未超过 200 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股票公开转让的条件，本次股票公开转让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同意挂牌的

审查意见。 

二、公司本次挂牌转让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系由佘志琴、傅晓东、尹钢、王铮、王德

容作为发起人，以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

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 6 日，公司取得了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2587957476E《营业执照》，公司设立。 

（二）公司是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公司《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记载，公司为长期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协议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主体资

格终止的内容；公司未出现股东大会决议解散、经营期限届满、因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被依法撤销或宣告破产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由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设立的股份公司，未出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

终止的情形，且已持续经营 2 年以上，具备本次挂牌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公司符合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的实质条

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两年 

经核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纳税资料及工商年检资料，公司系由武汉奥森

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依据《业务规则》2.1 条的

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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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奥森有限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存续满两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依法设立且存续

满两年”之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 2017 年 6 月 6 日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核发的《营业

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自动化产品、激光设备、环保设备的研

发、制造、批零兼营及相关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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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1-3 月份的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5,223,802.73 元、9,411,786.32 元、2,410,098.46 元，分别占其

营业收入的 100%、100%、100%，公司的主营业务明确。 

3、经核查，公司为长期存续的股份公司，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经营的

记录；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制定了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并由

北京永拓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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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业务明确，具

有持续经营能力”之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 

1、经核查，公司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依法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武汉

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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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武汉奥森迪

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作规范，相关机构

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规范运作。 

2、根据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根据北京永拓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设立独立财务

部门并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公司治理机制健

全，合法合规经营”之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公司由奥森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系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经审

计的账面净资产进行折股，其折合的股份未超过奥森有限的账面净资产，符合法

律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公司设立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从奥森

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新发行 3,400,000 股。（见本法

律意见书之“七、公司及子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二）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份变

动”）。公司设立及历次增资的注册资本均已足额缴纳；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均

为本人所有，不存在代他人持有的情况，也未委托他人持有公司的股份，相应股

份亦未被以任何方式设置质押担保，也未被司法机关依法冻结，公司股东基于所

持股份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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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股权明晰，股份

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之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已与长江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约定由长江证券

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组织编制挂牌申请文件，并指

导和督促公司诚实守信，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主办券商推荐并

持续督导”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一）有限公司的设立 

1、2011 年 12 月 6 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核发了（鄂武）名预

核私字[2011]第 23454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武汉奥森

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名称。 

2、2011 年 12 月 14 日，尹钢、傅晓东共同签署了《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

科技有限公司章程》。201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选举尹钢为执行董

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傅晓东为公司监事。 

3、2011 年 12 月 16 日，武汉恒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武恒验字 

[2011]N157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1 年 12 月 15 日止，贵公司（筹）

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100%。”

该验资报告的附件包含了《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证明》《银行询证

函》《现金缴款单》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4、2011 年 12 月 19 日，有限公司取得了注册号为 420102000237643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1 尹钢 255,000 51%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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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傅晓东 245,000 49% 货币 

合计 500,000 100% -- 

本所律师认为，奥森有限的设立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有限公司设立合法、合规。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奥森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具体变更过程

如下： 

1、2017 年 4 月 20 日，北京永拓出具京永专字（2017）第 310274 号《审计

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奥森有限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2,635,072.24

元。 

2、2017 年 4 月 21 日，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同致信德

评报字（2017）第 0147 号《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奥森有限

净资产为人民币 269.80 万元。 

3、2017 年 4 月 21 日，奥森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以北京永拓出具的京永专

字（2017）第 310274 号《审计报告》中确定的净资产进行折股，其中，净资产

2,635,072.24 元按照 1.0135：1 的比例折合成股份公司的股份 260 万股，将奥森有

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超过股份总额部分的净资产 35,072.24 元计入资本公积。 

4、2017 年 4 月 21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佘志琴、傅晓东、尹钢、王铮、王德

容签订了《发起人协议书》，约定发起设立股份公司。各发起人一致同意，以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根据北京永拓出具的京永专字（2017）第 310274 号《审

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 2,635,072.24元人民币，折合股本 260万元，余额 35,072.24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折合股本后，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

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公司股份，其中，佘志琴持有 208,000 股，占股份公司总股

本的 8%；傅晓东持有 725,900股，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27.92%；尹钢持有 1,047,300

股，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40.28%；王铮持有 410,800 股，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15.8%；王德容持有 208,000 股，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8%。同时，该协议就拟设

立股份公司的名称、住所、宗旨、经营范围、经营期限、公司设立的方式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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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 

5、2017 年 5 月 6 日，全体发起人佘志琴、傅晓东、尹钢、王铮、王德容召

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情况的议案》《关于将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为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同

时还通过了设立股份公司的其他相关议案，包括《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选举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 

6、2017 年 5 月 6 日，北京永拓出具京永验字（2017）第 210046 号《验资报

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筹）已将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

控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17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共折合股份 2,600,000

股，每股 1 元，共计股本人民币 2,600,000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即 35,072.24

元计入资本公积。 

7、2017 年 6 月 6 日，奥森有限办理完成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依法取得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420102587957476E 的《营业执照》。 

股份公司设立后，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股） 持股比例 

1 佘志琴 208,000 8% 

2 尹钢 1,047,280 40.28% 

3 傅晓东 725,920 27.92% 

4 王铮 410,800 15.8% 

5 王德容 208,000 8% 

合计 2,600,000 100% 

经核查上述《发起人协议》、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文件、《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验资报告》等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发起人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设

立过程中已履行了有关评估、审计、验资等必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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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整体变更设立行为经武

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股份公司具备本次

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股份公司设立时股东纳税情况说明 

奥森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系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为股份公司的股

本，在设立过程中，奥森有限以北京永拓出具的京永专字（2017）第 310274 号《审

计报告》中确定的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 2,635,072.24 元，按照 1.0135：

1 的比例折合成股份公司的股份 260 万股，将奥森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超

过股份总额部分的净资产 35,072.24 元计入资本公积，注册资本由 75 万元增至 260

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关

于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等相关规定，自然人股东需

就公司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缴纳个人所得税，

公司应履行代扣代缴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按照上述相关规定，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

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

（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2017 年 6 月 27 日，武汉市江岸区地方税务局已核准备案公司提交的《个人

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表（转增股本）》。同时，发起人尹钢、傅晓东、佘志琴、

王铮、王德容出具承诺，在 5 个公历年度内完成全部缴纳义务，保证不因上述纳

税义务的履行致使公司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后的公众股东遭受任何损失。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业务独立 

1、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记载，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电子产品、自动化产品、激光设备、环保设备的研发、制造、批零兼营及相

关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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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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业务上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依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的情形；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不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3、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4、公司所经营的业务与营业执照所载相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完整、独立。 

（二）公司资产独立 

1、公司是由奥森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奥森有限的全部资产均

已进入公司；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对于依据法律规定而需办理名称变更登记的

资产或权利，公司已申请或正在申请办理名称变更登记手续。本所律师认为，根

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奥森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只是组织形式的变更，并

不影响法人主体资格的延续，不影响公司对相关资产或权利的占有、使用、收益

及处分。 

2、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拥有与其生产经营有

关的资产，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结构；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的资产，产权界定

清晰，不存在产权争议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占用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完整、独立。 

（三）公司人员独立 

1、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单位干预公司

人事任免的情形。 

2、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制订独立的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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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及工资管理制度；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未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

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 

3、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财务人员没有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4、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

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和工资管理等各项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人员独立。 

（四）公司财务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与管理制度，设立了独立的银行基本账户。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自主

决定资金使用事项，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也不

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干预公司资金使用安排的情况。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湖北省国家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进行税务

登记并按法律规定纳税。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及纳税凭证，公司依

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履行纳税义务。 

3、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

则》等规定，规范财务行为和财务运作，实现了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统一、规范

及对财务行为的有效监管。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声明，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

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五）公司机构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决策、监督机构，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前述机构与人员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规则的规

定独立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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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办公机构和经营场所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之间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公司实现了机构独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

备完整的业务体系和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一）公司发起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及其股东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奥森有限整体变

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发起人共有 5 名，全部为自然人股东。各发起人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佘志琴 37020219640329 **** 208,000 8 

2 傅晓东 42010219541208 **** 725,920 27.92 

3 尹钢 42010219830311**** 1,047,280 40.28 

4 王铮 42232519850902**** 410,800 15.8 

5 王德容 52222719770917**** 208,000 8 

合计 260,000 100 

（二）公司目前的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股份公司后，进行过一次增资，公司目前股东共 8 名，包括 6 名自然人股东和 2

名合伙企业。各股东的具体情况如下： 

1、自然人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佘志琴 37020219640329 **** 208,000 3.47 

2 傅晓东 42010219541208 **** 1,584,920 26.42 

3 尹钢 42010219830311**** 2,010,280 33.5 

4 王铮 42232519850902**** 788,800 13.15 

5 王德容 52222719770917**** 208,000 3.47 

6 童晶晶 42058219891229**** 12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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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伙企业 

（1）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持有公司股份 780,000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13%。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

在武汉市江岸区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现持有由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2MA4KT8QH78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武汉

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7 号楼 1 单元 1 楼，执行事务合伙人尹

钢，注册资本 100 万元整，经营范围为激光产品和软件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4 月 10 日至 2037

年 04 月 05 日。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王铮 200,000 20 

2 赵祖烨 100,000 10 

3 尹钢 300,000 30 

4 何发富 100,000 10 

5 傅晓东 300,000 30 

（2）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持有公司股份 3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

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在武汉市江岸区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现持有由武汉市江岸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2MA4KTE5P5P 的《营业

执照》，住所为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3 号楼 2 楼，执行

事务合伙人邓威，注册资本 150 万元整，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

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4 月

14 日至 2027 年 04 月 11 日。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出资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邓威 1,200,0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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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根福 50,000 3.33 

3 赵桥 150,000 10 

4 周顺喜 50,000 3.33 

5 邓培 50,000 3.33 

合计 1,500,000 100 

（三）公司股东主体资格 

经审阅公司提供的 6 名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件，公司现有 6 名自然人股东均

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自然人，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具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担任股东进行出资的资格。经审阅公司提供的 2 名合

伙企业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

查询，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均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住所在中国境内，具

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担任股东进行出资的资格。 

经审阅公司提供的 6 名自然人股东的个人简历及该等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文

件，公司现有 6 名自然人股东未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任职或为现役军人，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国人民

解放军内务条令》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不存在任职单

位规定不适合担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

格瑕疵问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或任职单位规定不适合担任

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公司

股东适格。 

（四）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各股东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佘志琴为傅晓东之子傅法煜

配偶的母亲；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股东尹

钢；股东尹钢、傅晓东、王铮、佘志琴为一致行动人。 

（五）公司或其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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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公司股东出具的说明，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及公司股东武汉奥森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合伙协议，并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的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

公司及公司股东未向社会非公开募集资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人，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

集资金、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不存在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股东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相关

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六）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尹钢持有公司 33.5%股份，傅晓东持

有 26.42%股份，王铮持有 13.15%股份，佘志琴持有 3.47%股份，王德容持有 3.47%

股份，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3%股份，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

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股份，童晶晶持有 2%股份。报告期内，公司

各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均未超过 50%，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相对分散，单

一股东无法实现控股，故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无控股股东。 

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第四十

八条及相关规定，经核查公司的相关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尹钢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具体理由如下： 

1、2013 年 11 月 15 日，尹钢、傅晓东、王铮三人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约定在公司存续期间，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需要

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各方应采取一致行动，如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则以尹钢意见为各方最终行动意见。尹钢、傅晓东、王铮三人合计直接

持有公司 54.66%股权，报告期内，傅晓东、王铮在历次股东会对审议的相关事项

行使表决权时均与尹钢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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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 3 月 24 日，尹钢、傅晓东、王铮、佘志琴四人签订《一致行动人

协议》，约定公司存续期间，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各方应采取一致行动，如无

法达成一致意见，则以尹钢意见为各方最终行动意见。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东尹钢持有公司 33.5%股份，股东傅晓东

持有公司 26.42%股份，股东王铮持有公司 13.15%股份，股东佘志琴持有公司

3.47%股份，四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76.54%的股份。同时，尹钢为武汉奥森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能实际控制该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3%

股份的表决权。报告期内，股东傅晓东、王铮、佘志琴在历次股东会对审议的相

关事项行使表决权时均与尹钢保持了一致。 

5、报告期内，尹钢一直担任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

尹钢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能够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尹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

人无变化。 

（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合法合规性 

本所律师通过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站、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进行

查询，通过互联网检索中国证监会披露的《市场禁入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及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监管与处分记录，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

法合规。 

七、公司及子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奥森有限历次股权变动 

1、2013 年 4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4 月 12 日，奥森有限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股东傅晓东将其持有公

司 49%的股权转让给傅法煜。 

2013 年 4 月 12 日，奥森有限修订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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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12 日，股东傅晓东与傅法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3 年 4 月 16 日，奥森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森有限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尹钢 255,000 51% 货币 

2 傅法煜 245,000 49% 货币 

合计 500,000 100% -- 

2、2013 年 10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0 月 15 日，奥森有限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股东尹钢将其持有公司

26%的股权转让给股东傅法煜。 

2013 年 10 月 15 日，奥森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2013 年 10 月 15 日，股东尹钢与股东傅法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3 年 10 月 15 日，奥森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森有限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尹钢 125,000 25% 货币 

2 傅法煜 375,000 75% 货币 

合计 500,000 100% -- 

3、2013 年 11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3 年 11 月 6 日，奥森有限股东会决议：（1）一致同意股东傅法煜将其持

有公司 13%的股权转让给尹钢；一致同意股东傅法煜将其持有公司 32%的股权转

让给傅晓东；一致同意股东傅法煜将其持有公司 18%的股权转让给王德容；一致

同意股东傅法煜将其持有公司 12%的股权转让给王铮；（2）新增股东武汉华工

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增加公司出资 25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3）

公司设立董事会，尹钢任董事长，王德容、王征、王敏、傅法煜任董事，公司不

设监事会，任命王铮为监事；（4）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3 年 10 月 31 日，股东傅法煜分别与尹钢、王铮、王德容、傅晓东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 

2013 年 10 月 24 日，武汉华宇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鄂华宇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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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J056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3 年 10 月 23 日止，贵公司已收

到新增股东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

计人民币贰拾伍万元。股东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以货币出资 45 万

元。（其中：投入注册资本 25 万元，转入资本公积 20 万元）”该验资报告的附件

中包含了《股权变更表》《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变更前后对照表》《银行询证函》及验资事项说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奥森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增资完成后，奥森有限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武汉华工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 33.33% 货币 

2 尹钢 190,000 25.33% 货币 

3 傅晓东 160,000 21.33% 货币 

4 王德容 90,000 12% 货币 

5 王铮 60,000 8% 货币 

合计 750,000 100% -- 

4、2017 年 1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2 月 26 日，华工投资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奥森迪科股

权退出的议案》，同意华工投资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股权通过武汉光谷联合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2016 年 8 月 30 日，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资产

评估备案的议案》，同意向华中科技大学和教育部申报办理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

控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国有资产评估备案。 

2016 年 9 月 19 日，华中科技大学出具 《华中科技大学关于武汉奥森迪科智

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备案的请示》，将奥森有限的资产评估备案材料及

相关文件呈报教育部备案。 

2016 年 12 月 1 日，根据教育部备案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

经济行为类型为产权转让，确认经湖北永业行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鄂永



英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2 

资评报字[2016]第 0113 号《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奥森有限

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01.33 万元。 

2016 年 12 月，华工投资申请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其持有的奥森有

限 33.33%股权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2017 年 1 月 2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股东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 33.33%的股权，25 万元出资转让给股东尹钢；公司

董事变更为尹钢、傅法煜、王铮；监事变更为王德容；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7 年 1 月 19 日，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鄂光谷联交鉴字[2017]7 号

《产权交易鉴证书》，确认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

33.33%的股权转让给尹钢，成交金额为 67.25 万元。经其审核，交易双方产权转

让行为符合程序。 

2017 年 1 月 22 日，股东尹钢与华工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7 年 1 月 24 日，奥森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森有限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尹钢 440,000 58.66% 货币 

2 傅晓东 160,000 21.33% 货币 

3 王德容 90,000 12% 货币 

4 王铮 60,000 8% 货币 

合计 750,000 100% -- 

    5、2017 年 3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股东尹钢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

4.59%股权 3.44 万元出资转让给傅晓东；股东尹钢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 8%股权 6

万元出资转让给佘志琴；股东尹钢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 5.8%股权 4.35 万元出资

转让给王铮；股东王德容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 2%股权 1.5万元出资转让给傅晓东；

股东王德容将其持有的奥森有限 2%股权 1.5 万元出资转让给王铮；同意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2017 年 3 月 1 日，股东尹钢与傅晓东、佘志琴、王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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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王德容与傅法煜、王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2017 年 3 月 24 日，奥森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森有限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尹钢 302,100 40.28% 货币 

2 佘志琴 60,000 8% 货币 

3 傅晓东 209,400 27.92% 货币 

4 王德容 60,000 8% 货币 

5 王铮 118,500 15.8% 货币 

合计 750,000 100% -- 

    （二）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份变动 

2017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对武汉奥森迪

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增加注册资本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武汉奥森迪科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2017 年 5 月 27 日，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瞪羚谷企业

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童晶晶分别与公司签订《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合同》。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对武汉奥森

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增加注册资本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决定新发行股份 340 万

股，认购价格按照 1.2 元/股计算。其中，尹钢认购 96.3 万股，傅晓东认购 85.9

万股，王铮认购 37.8 万股，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78 万股，

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30 万股，童晶晶认购 12 万

股。 

2017 年 6 月 22 日，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北分所出具

《验资报告》（永拓鄂验字（2017）第 03010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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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公司已收到原股东尹钢以现金方式缴纳的出资款 1,155,600.00 元，傅晓

东以现金方式缴纳的出资款 1,030,800.00 元，王铮以现金方式缴纳的出资款

453,600.00 元，新股东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方式缴纳的出

资款 936,000.00 元，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方式

缴纳的出资款 360,000.00 元，童晶晶以现金方式缴纳的出资款 144,000.00 元，合

计出资款 4,080,000.00 元，其中 3,400,000.00 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 68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佘志琴 208,000 3.47% 净资产折股 

2 尹钢 2,010,280 33.5% 净资产折股、货币 

3 傅晓东 1,584,920 26.42% 净资产折股、货币 

4 王铮 788,800 13.15% 净资产折股、货币 

5 王德容 208,000 3.47% 净资产折股 

6 
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80,000 13% 货币 

7 
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5% 货币 

8 童晶晶 120,000 2% 货币 

合计 6,000,000 100% -- 

（三）全资子公司奥森贸易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奥森贸易系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在武汉市江岸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

有由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2MA4KN

0WG2M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武汉岱家山科技创

业城 7 号楼 1 单元 1 楼，法定代表人尹钢，注册资本伍万元整，经营范围为：电

子产品、工业自动化设备、环保产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2036 年 6 月 28 日。 

1、2016 年 6 月，奥森贸易设立 



英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5 

2016 年 6 月 29 日，奥森有限制定并签署了《武汉奥森迪科贸易有限公司章

程》。 

2016 年 6 月 29 日，奥森贸易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尹钢为奥森贸易

执行董事、经理，选举傅法煜为奥森贸易监事。 

2016 年 6 月 29 日，奥森贸易取得《营业执照》。奥森贸易设立时，股东及

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

有限公司 
50,000 1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 -- 

注：2017 年 6 月 6 日，奥森贸易的股东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为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奥森贸易正在办理股东

名称变更登记手续。 

（四）控股子公司高思易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高思易系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武汉市江岸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

由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2333615142

Y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武汉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9

号楼 1 楼，法定代表人尹钢，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经营范围为：自动化及数控

设备、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

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营业期限自 2015 年 5 月 28 日至 2035 年 5 月 27

日。 

1、2015 年 5 月，高思易设立 

2015 年 5 月 28 日，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力兆数控有

限责任公司制定并签署了《武汉高思易数控有限公司章程》。 

2015 年 5 月 28 日，高思易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尹钢、赵祖烨、王

铮、张李超、王德容为高思易董事会成员，选举傅法煜为高思易监事，选举尹钢

为高思易董事长、经理。 

2015 年 5 月 28 日，高思易取得《营业执照》。高思易设立时，股东及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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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 510,000 51% 货币 

2 武汉力兆数控有限责任公司 490,000 49% 货币 

合计 1,000,000 100% -- 

    注：2017 年 6 月 6 日，高思易的股东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为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高思易正在办理股东名称

变更登记手续。 

（五）公司股本变化情况的合法合规性，有无纠纷及潜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查询公司自 2011 年设立以来的工商登记档案信息资料，审阅公司

历次增资的股东决议或创立大会决议、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公司变更登记文件、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文件等，公司历次增资等股本变化情况均已由

股东或创立大会作出决议，履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决议程序和外部审批程序，

符合《公司法》等规定的程序。根据公司及各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公司各股东均对公司历次增资等股本变化情况的合法合规予

以确认，未发生过与公司历次增资等股本变化情况有关的纠纷或诉讼，也不存在

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增资等股本变化情况已依法履行必要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六）公司股权明晰 

经查询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信息资料，审阅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

并取得公司各股东出具的确认文件，公司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均由各股东实际持

有，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公司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权属清晰，目前不存在被质

押、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的情况，亦未涉及任何争议或纠纷，不存在影响

公司股权明晰的问题。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股权明晰，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

的挂牌条件。 

（七）股东所持股份受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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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股东所持股份无质押或冻结等转让受限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及子公司在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及风

险。 

2、公司及子公司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3、公司及子公司股权清晰，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未设置任何质押、抵

押、留置权等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八）关于公司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进行展示的情况说明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为了提高公司的知名度，有限公司向武汉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申请在其展示板进行展示交易，有限公司向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提交《挂

牌展示申请书》及公司简要信息后，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将有限公司信息放置

其展示板部分进行展示。 

根据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介绍，展示板是为未上市、未挂牌交易

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低门槛、零收费、公益性”的形象展示平台。对展示企业的

形态、所有制形式和所处行业等均无限制。 

2017 年 4 月 3 日，有限公司申请取消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展示

板展示。 

2017 年 7 月 13 日，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武汉奥森迪

科智能电控科技有限公司在本中心取消挂牌展示的说明》，同意取消公司在展示

板的挂牌展示。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1、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自动化产品、激光设备、

环保设备的研发、制造、批零兼营及相关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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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限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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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已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公司具

备与经营业务相符的资质。 

2、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激光聚焦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

配套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其《营业执照》载明的

业务范围相符。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处

细分行业为“C 制造业”中的“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2011 年修订）国家标准（GB/T4754-2002），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562电

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制定的《挂牌公司管

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股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股

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行业为“工业-资本品-机械制造-工业机械行

业”（代码：12101511）。 

经本所律师核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

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

中规定的限制类或禁止类行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实际经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资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1、公司的经营资质 

2014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取得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

家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编号为 GR201442000327 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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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有效期三年。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取得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出具的证书号为

02016Q33010R0M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产品/服务范围为“用于工业激光加

工设备的电容调高控制器、数控系统、激光切割头系列产品的设计、开发及生产”，

符合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21 日。 

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办理了编号为 01541629 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 

2016 年 2 月 24 日，公司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关核发的编号为

420196306L 的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为长期。 

通过核查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相

关资质证书原件、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持有的与经营相关

的资质、许可和认证均在有效期内；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和认证，

相关业务合法合规，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进行经营的情况。 

2、子公司的经营资质 

子公司奥森贸易的《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设备、

环保产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子公司奥森贸易主营业务为工业激光切割产品销售。 

2016 年 11 月 10 日，奥森贸易办理了编号为 03026903 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2016 年 11 月 15 日，奥森贸易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关核发的编号为

4201966168 的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为长期。 

子公司高思易的《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范围：“自动化及数控设备、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

证方可经营）”。子公司高思易主营业务为激光切割与焊接的数控软件开发与维护。 

根据子公司奥森贸易、高思易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本所律师认为，子公司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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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贸易、高思易所处行业对子公司经营无其他特殊资质要求，子公司奥森贸易、

高思易未因资质问题而产生违法行为，也不存在因违法行为遭受主管部门行政处

罚的情形。 

（三）产业政策 

颁布时间 法律法规及政策 主要内容 

2006 年 2 月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 年

-2020 年）》 

 第五部分列出了我国将重点发展的八项前沿技

术，激光技术列第七项。 

2007 年 1 月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

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2007 年）》 

 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被列入先进制造领域，进行

优先、重点发展。 

2009 年 2 月 
《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 

 该规划提出要大力推动业务创新和服务模式创

新，积极采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新应用

带动新增长。该规划将促进与电子信息技术紧密

结合的激光设备产业的发展，加快激光设备产品

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 

2009 年 5 月 

《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轻工业调整和

振兴规划》和《纺 

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强调对装备制造业、轻工业与纺织工业装备自主

化扶持，推进轻工机械、纺织机械一体化，加大

技术改造投入力度，推广先进制造技术，转变产

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上述规划有助于激

光设备在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等行业的加速推广。 

2009 年 9 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2009］ 

36 号） 

 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促进高效节能

环保产品、设备在中小企业的推广应用。广大中

小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自身努力下逐渐崛

起，将进一步扩大对节能环保的激光设备产品的

市场需求。 

2010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 

 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作为“十二

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并以

此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

式，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作为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因其技术先

进、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带动作用最大、成长

潜力大、处于产业成长初期而备受投资界青睐。 

2012 年 5 月 
《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 

 提出将光电子信息作为发展重点之一，光电显示

以及激光等项目为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2012 年 9 月 

《关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

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

44 号） 

 提出重点任务是：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

化、提高装备水平、促进绿色发展、优化产品结

构、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安全生产、

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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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推动包括激光加工设备在内的产业生产设备

升级。 

2013 年 8 月 

《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

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

30 号） 

《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装备，

提高资源产出率。提升再制造技术装备水平。提

升再制造产业创新能力，推广纳米电刷镀、激光

熔覆成形等产品再制造技术。 

2015 年 5 月 8 日 《中国制造 2025》 

 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

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领域。

这些领域也是金属产品使用最多的领域，在智能

制造过程中一般需要激光技术加以配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处行业为国家所提倡及支持的产业，根据目前产业发

展趋势在可预见的短期内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较低。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状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1-3 月份的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5,223,802.73 元、9,411,786.32 元、2,410,098.46 元，分别占其营

业收入的 100%、100%、1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明确。 

（五）公司的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1、根据公司的说明和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工业激光聚

焦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在其《营业执照》所载经营范围内开展主营业务不存在法律障碍； 

2、根据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受到过国

家行政机关的处罚，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无法持续经营的

情形； 

3、根据公司的说明和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拥有的固定资产和设备均处于适

用状态，不会影响其持续经营； 

4、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出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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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事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或潜在的法律风险。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结合公司、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具的书面说明，登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gsxt.saic.go

v.cn/）进行查询，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如下： 

1、关联方名称及与公司的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类型 关联关系 

1 尹钢 

关联自然人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

经理；同傅晓东、王铮、佘志琴系一

致行动人 

2 王铮 
公司股东、董事；同尹钢、傅晓东、

佘志琴系一致行动人 

3 佘志琴 

公司股东、监事会主席；同尹钢、傅

晓东、王铮系一致行动人；其女任悦

同傅晓东之子傅法煜系夫妻关系 

4 傅晓东 

公司股东；同尹钢、王铮、佘志琴系

一致行动人；其子同佘志琴之女任悦

系夫妻关系 

5 王德容 公司股东 

6 傅法煜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信息披露负责

人；股东傅晓东之子 

7 李阳兵 公司董事 

8 尤艺 公司董事 

9 黄蓉 公司监事、股东尹钢之妻 

10 周文平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11 丁玲 财务负责人 

12 尹传德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尹钢之父 

13 任悦 公司董事傅法煜之妻 

14 武汉奥森迪科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法人 

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②股东尹钢兼

总经理、执行董事的公司 

15 武汉高思易数控有限公司 

①公司持股 50%以上的公司；②股东

尹钢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公司；③

股东王铮、王德容担任董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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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武汉万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持股 5%以上的股东王德容

对外投资，且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的公司 

17 武汉澳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傅法煜之妻任悦实际控制的

公司 

18 
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9 
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0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持有有限公司股权 5%以

上的法人股东（已转出） 

21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持有有限公司股权 5%以

上的法人股东（已转出）的母公司 

22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报告期内，与持有有限公司股权 5%

以上的法人股东（已转出）受同一控

制的公司 

23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报告期内，与持有有限公司股权 5%

以上的法人股东（已转出）受同一控

制的公司 

24 
河北华工森茂特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报告期内，与持有有限公司股权 5%

以上的法人股东（已转出）受同一控

制的公司 

25 武汉德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尹钢之父尹传德个人独资的

公司 

 2、关联法人基本情况 

（1）武汉奥森迪科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奥森迪科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武汉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7 号楼 1 单

元 1 楼 

法定代表人 尹钢 

注册资本 5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2MA4KN0WG2M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设备、环保产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 年 06 月 29 日至 2036 年 0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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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奥森迪科 5 货币 100% 

（2）武汉高思易数控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高思易数控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9 号楼 1 楼 

法定代表人 尹钢 

注册资本 1,00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2333615142Y 

经营范围 
自动化及数控设备、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 2015 年 05 月 28 日至 2035 年 05 月 27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武汉力兆数控有

限责任公司 
49 货币 49% 

奥森迪科 51 货币 51% 

（3）武汉万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万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大学科技园内创业楼 2 楼 3-2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德容 

注册资本 6,00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0960120802 

经营范围 

光电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机电设备、电气自动化设备、电子产品的技术咨询、批发兼零

售；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讯网络技术的应用；企业管理咨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

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4 年 03 月 31 日至 2024 年 03 月 30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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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容 294 货币 49% 

周巧云 306 货币 51% 

（4）武汉澳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澳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10 号楼 

法定代表人 任悦 

注册资本 1,000,000 元人民币 

注册号 420102000349658 

经营范围 

光电一体化设备、网络设备、环保设备、安防设备的研发、制

造、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需经审

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 2014 年 03 月 11 日至 2024 年 03 月 10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任悦  60 货币 60% 

白理亮 40 货币 40% 

（5）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武汉奥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7 号楼 1 单元 1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尹钢 

注册资本 1,00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2MA4KT8QH78 

经营范围 

激光产品和软件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 年 04 月 10 日至 2037 年 04 月 5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王铮  20 货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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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祖烨 10 货币 10% 

尹钢 30 货币 30% 

何发富 10 货币 10% 

傅晓东 30 货币 30% 

（6）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武汉瞪羚谷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3 号楼 2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邓威 

注册资本 1,50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2MA4KTE5P5P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 年 04 月 14 日至 2027 年 04 月 11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邓威 120 货币 80 

邓根福 5 货币 3.33 

赵桥 15 货币 10 

周顺喜 5 货币 3.33 

邓培 5 货币 3.33 

（7）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法定代表人 马新强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68386479D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产业及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投资企业的建设、创业

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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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咨询服务；设备销售与租赁。（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营业期限 2011 年 02 月 28 日至--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华工股份 15,000 货币 100% 

（8）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 马新强 

注册资本 89,111.6632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14584749G 

经营范围 

激光器、激光加工设备及成套设备、激光医疗设备、激光全息

综合防伪标识、激光全息综合防伪烫印箔、激光全息综合防伪

包装材料、激光全息图片制品、全息标牌、全息模压、电成型

技术、电子元器件、光器件与光通信模块、光学元器件、计算

机软件与信息系统集成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生物医药制品的开发、研制、技术咨询；

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家用电器的销售及维修；经

营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营业期限 1999 年 07 月 28 日至-- 

（9）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激光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邓家科 

注册资本 9,8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55134840W 

经营范围 

激光及相关产品、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

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等离子切割机自动化设备及备品配

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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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03 年 12 月 22 日至 2033 年 12 月 22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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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法利

莱公司 
2,450 货币、实物 25% 

武汉华工激光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7,350 
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75% 

（10）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东湖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激光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闵大勇 

注册资本 60,8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300195671N 

经营范围 

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的开发、研究、技术服务；激光仪器（医

疗器械除外）、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汽车配件零售兼批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

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营业期限 1997 年 03 月 17 日至 2027 年 03 月 16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华工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60,800 货币 100% 

（11）河北华工森茂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德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 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大道以东运河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 邓家科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900082696928G 

经营范围 

激光技术研究、开发、咨询及转让；钢管激光切割；销售钢管、

电子产品配件、阀门、管道配件、石油钻采设备、金属加工机

械设备、石油专用工具；制造、研发、销售激光设备及配件；

激光设备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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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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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1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33 年 11 月 17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河北森茂特激

光科技有限公

司 

4,500 货币 45% 

武汉华工激光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5,500 货币 55% 

（12）武汉德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武汉德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十大家村桥头 

法定代表人 尹传德 

注册资本 50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2096682295G 

经营范围 

光电产品研发、生产；激光设备制造；机械加工、金属结构件

加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

可经营） 

营业期限 2014 年 04 月 08 日至 2024 年 04 月 08 日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尹传德 50 货币 100%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的关联交易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的主要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性质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万默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7,705.13 288,370.77 421,248.71 

武汉法利莱切

焊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49.57 758,188.04 1,252,206.84 

武汉华工激光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 153.85 1,316.24 14,6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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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工森茂

特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4.62 25,000.00  

华工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  300,000.00  

武汉澳谷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7,350.00 

武汉德尊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37,350.43 676,324.79 293,732.48 

2、关联担保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担保事项。 

报告期关联方为公司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尹钢 

1,000,000.00 2016 年 12 月 16 日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否 

王铮 

傅晓东 

王德容 

 3、关联方资金拆借 

（1）资金拆出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无资金拆出情况。 

（2）资金拆入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无资金拆入情况。 

4、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万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0,969.00 157,078.00 167,119.70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314,230.00 311,130.00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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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票据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 
100,000.00 300,000.00  

（3）预付款项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德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18,351.98   

（4）应付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澳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9,350.00 

武汉德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23,854.00 30,578.00 

（5）预收款项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275,950.00 

（三）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中规定了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明确了关联交

易公允决策的程序，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制度。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有关关联交易公允决策方面的制

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权益的

情形。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就避免与规范关联

交易出具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不利用本人控制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公司在业

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从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优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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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第三方的权利； 

2、杜绝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非法占用公司资金、财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公司违规向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

需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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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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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与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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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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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有关议事规则及《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规定中明确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相关关

联方出具的书面承诺真实、有效。 

（四）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审计报告》，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报告期内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为防

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发生，公司通

过《公司章程》规定了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并专门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就关联方及关联事项明确了具体的交易审批权限、审批程序、回避表决制度等事

项，从制度上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

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全部承诺严格执行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违反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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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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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三）公司报告期内不应存在股东包括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如有，

应在申请挂牌前予以归还或规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发生资金

占用情况，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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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挂牌条件要求。 

（五）公司的同业竞争及避免措施 

1、公司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声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近似的业务的情况，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有关措施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诺目前未从事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及活动；将不在中国境

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

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

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

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已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构成合法和有效的义务，可有效避免其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行为。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固定资产 

1、公司拥有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拥有账面价值为 2,268.80

元的电子设备；拥有账面价值为 5,107.10 元的办公设备及其他；拥有账面价值为

23,844.38 元的运输设备；拥有账面价值为 484,990.27 元的机器设备。上述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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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合计为 516,210.55 元。 

2、房屋所有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名下无房屋所有权。 

3、交通运输工具 

公司目前拥有车辆信息如下： 

序号 车辆类型 品牌型号 号牌 注册登记日 

1 小型普通客车 起亚牌 YQZ7142 鄂 AV2F06  2014 年 5 月 5 日 

2 小型轿车 奔驰牌 BJ7204HEL 鄂 AU3T49 2017 年 4 月 21 日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阅上述车辆的权属证书，公司拥有上述车

辆的权属清晰、证件齐备，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名下无土地使用权。 

2、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商标注册号 
商标名称/ 

商标图形 
核定服务类别 注册有效期 备注 

11199292 

 

物镜(光学); 光学品; 集成电路; 防眩光眼

镜 

2014-07-14 至

2024-07-13 
 

3020171000

68 

 Zuchneidemaschinen;Werkzeugmaschinen;

Werkzeuge[Maschinenteile];Metallbearbeitu

ngs-mashchinen;Maschinen zum Ziehen v

on Markierungslinien;Maschinenund Werk

zeugmaschi-nen für Materialbearbeitung u

nd Produktion;Lochstanzmaschinen;Lochdo

rne für Lochstanzma-schinen;Graviermasch

inen;Glaserdiamanten[Teile von Maschine

n];Formmaschinen;Finish-maschinen;Bohrkr

onen[Maschinenteile] 

2017-03-02 至

2027-01-31 

德国

注册 

    （2）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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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发明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1 2016210195941 一种管状网络的激光头镜腔水冷结构 实用新型 2016-08-31 

2 2015105376716 一种全数字式激光聚焦自动跟踪系统 发明专利 2015-08-27 

3 2012202064593 激光切割头喷嘴自动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 2012-05-09 

4 2013205727066 
采用油性密封材料的丝扣式调焦激光

切割头 
实用新型 2013-09-16 

5 2016213990555 
一种步进电机和齿轮传动的电动调焦

激光切割头 
实用新型 2016-12-20 

自申请日起算，公司所拥有的以上发明专利的专利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

的专利权期限为十年，均处于专利权有效期内。经核查前述专利权证书，并经公

司及专利发明人确认，公司享有前述专利权的全部权利，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

不明的情形。 

（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序号 登记号 软件名称 首次发表日期 权利范围 

1 2013SR050575 
奥森迪科 FTC 焦点跟随

控制器软件 V1.0 
2012-08-30 全部权利 

2 2014SR085941 

奥森迪科 FTC9105 光纤

激光切割机随动控制器

软件 V1.0 

2013-12-10 全部权利 

3 2014SR086064 
奥森迪科路灯节能控制

器软件 V1.0 
2013-08-30 全部权利 

4 2014SR094664 

奥森迪科 FTC6105X 固体

激光切割机随动控制器

软件 V1.0 

2013-10-20 全部权利 

5 2017SR358373 
智能化 SC 加密应用系统

V1.0 
2017-05-06 全部权利 

6 2017SR189854 
HC 硬件配置系统[简称：

HC 系统]V1.0 
2016-09-15 全部权利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持有的知识产权类的证书以及缴纳凭证，登录国家知识

产权局网站、国家商标局网站、国家版权局网站对公司持有的专利、商标、著作

权进行了查验，审阅了公司出具的声明，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不存在权利瑕疵、

权属争议权属不明的情形。 

（三）租赁财产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资料，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及子公司租赁的房产如下： 

1、2017 年 7 月，公司分别与武汉岱家山兴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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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企业加速发展服务协议》，合

同约定，武汉岱家山兴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

武汉市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7 号楼 1 单元 1 楼房屋租赁给公司使用，租赁面积为 770

平方米，租赁金额为 0 元，武汉岱家山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收取加速服务费

23100 元/季度，合同期限为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2、2017 年 7 月，公司分别与武汉岱家山兴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岱家

山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企业加速发展服务协议》，合

同约定，武汉岱家山兴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

武汉市岱家山科技创业城 7号楼 1单元1楼房屋租赁给公司使用，租赁面积为 1010

平方米，租赁金额为 0 元，武汉岱家山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收取加速服务费

30300 元/季度，合同期限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 

3、2016 年 9 月，出租方武汉岱家山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与承租方高思

易与签订《孵化服务协议》，武汉岱家山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将武汉市岱家

山科技创业城 7 号楼 1 单元 1 楼（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租赁给高思易，服务费为

1800 元/季度，租赁期限为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 

经核查，上述出租方与承租方签署的合同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合同内容合法

有效。  

（四）在建工程项目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无在建工

程。 

（五）对外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通过设

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备注 

武汉奥森迪科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市 尹钢 5 100% 
七、公司的股本及

其演变 

武汉高思易数控有限公司 武汉市 尹钢 100 51% 
七、公司的股本及

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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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外担保情况 

序号 抵押合同编号 借款期限 担保金额（元） 签订时间 履行情况 

1 MB-A781258000 2017.4.24-2020.4.24 169,400 2017.4.24 正在履行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4 月贷款 169,400 元购买车

辆识别号为 LE4WGCB8HL254280 奔驰汽车一辆，并以该车辆作抵押物。除上述

担保外没有其他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 

（七）公司财产受限制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4 月，公司与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

订《汽车抵押合同》，将公司名下车辆识别号为 LE4WGCB8HL254280 的奔驰汽

车抵押。该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 2017 年 4 月公司与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

限公司签订的《汽车贷款合同》（编号：MB-A781258000）项下的汽车金融贷款，

抵押物价值为 338,800 元，抵押金额为 169,400 元。公司其他主要财产均未设定抵

押、质押等他项权利，所拥有的财产权属明晰，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正在履行

或履行完毕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合同： 

1、产品采购合同（报告期内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合同）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总额（元） 主要内容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1,010,000 连续光纤激光器 2017.3.21 正在履行 

2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301,000 连续光纤激光器 2017.3.16 履行完毕 

3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 连续光纤激光器 2017.2.20 履行完毕 

4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连续光纤激光器 2017.2.9 履行完毕 

5 
武汉奔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280,000 MCC3721 控制版 2016.8.7 履行完毕 

6 
武汉奔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320,000 3721H 控制版 2017.3.16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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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市鼎鑫盛光学科

技有限公司 
257,000 

低功率扩束镜组、

低功率聚焦镜组、

聚焦镜片 

2017.3.28 正在履行 

2、销售合同（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合同）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总额（元） 产品名称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安徽松科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 
480,000 光纤激光切割机 2016.11 履行完毕 

2 
佛山市鑫全利数控设

备有限公司 
220,000 

出光头组件、光纤

切割系统等 
2016.12.27 履行完毕 

3 
佛山市鑫全利数控设

备有限公司 
210,000 

高功率光纤激光

聚焦系统、光纤切

割数控系统等 

2017.3.17 履行完毕 

4 
合肥科艳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400,000 

高功率光纤激光

聚焦系统等 
2015.12.5 履行完毕 

5 
南京亿江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500,000 检测及控制系统 2016.6.8 履行完毕 

6 
南京亿江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300,000 检测及控制系统 2016.8.25 履行完毕 

7 
武汉安施通电气有限

公司 
200,000 调速器控制器 2015.12.22 履行完毕 

8 
武汉安施通电气有限

公司 
210,000 调压阀控制系统 2016.8.16 履行完毕 

9 
武汉科普鑫宇数控科

技有限公司 
220,000 

出光头组件、光纤

切割系统、电容调

高系统等 

2016.10.25 履行完毕 

10 
武汉市三雷数控设备

有限公司 
212,000 

激光器、功率光纤

激光聚焦系统等 
2017.3.25 履行完毕 

11 
武汉长盛工程检测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350,000 

激光探头技术研

发 
2016.7.5 履行完毕 

12 
西安博尔格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294,400 

自动换模控制器、

模具夹紧控制器 
2016.7.10 履行完毕 

3、借款合同（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序号 借款单位 合同编号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履行状态 

1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岸支行 

HT010450301092017

0105001 
1,000,000 

2017.1.10- 

2018.1.10 
正在履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正在履行或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该等重大

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如因履行合同产生的争议，对争议的解决均作出了明

确的安排。上述重大合同由公司的前身奥森有限签订，鉴于奥森有限整体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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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形成的法律上的承继关系，该等合同项下与奥森有限相关的一切权利、义

务均已由公司合法承继，其持续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审计报告》和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除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二）关联交

易”披露的关联交易外，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担保的关系。 

（三）公司金额较大的应收应付款、其他应收应付款项 

1、公司应收账款情况 

（1）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

余额前五名合计金额为 941,699 元，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 57.41%。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元）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关联方 314,230.00 1年以内 19.16 

武穴市澳泰商贸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95,000.00 1年以内 11.89 

安徽联合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164,000.00 1年以内 10.00 

山东镭鸣数控激光装备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57,500.00 1年以内 9.60 

武汉万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 110,969.00 1年以内 6.76 

合计  941,699.00  57.41 

    （2）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

账款余额较大单位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元）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武汉慧谷银河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5,000.00 1年以内 71.43 

武汉岱家山兴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000.00 1-2年 28.57 

合计  7,000.00  100.00 

2、公司应付账款情况 

（1）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应付账款

余额前五名合计金额为 334,940.00 元，占应付账款总额比例 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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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元） 账龄 
占应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武汉市汉江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14,000.00 1年以内 33.24 

武汉万亚华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07,030.00 1年以内 31.21 

深圳市万顺兴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40,000.00 1-2年 11.66 

深圳市鼎鑫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9,270.00 1年以内 11.45 

鞍山天凯光电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4,640.00 1年以内 10.10 

合计  334,940.00  97.66 

   （2）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付

账款余额前五名单位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元） 账龄 
占其他应付款

总额的比例(%) 

傅法煜 关联方 11,969.50 1 年以内 42.20 

武汉市供电局 非关联方 6,236.00 1 年以内 21.99 

李冰 非关联方 4,955.00 1 年以内 17.47 

高金国 非关联方 2,868.00 1 年以内 10.11 

黄健君 非关联方 1,412.00 1 年以内 4.98 

合计  27,440.50  96.75 

3、经核查《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640,425

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7,000 元；应付账款账面总额为 342,940 元，其他应付

款项总额为 28,363.45 元。根据公司声明，上述其他应收应付款不存在争议和纠纷。 

综上，根据公司的说明，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属

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不存在争议及潜在纠纷。 

十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公司的股本变化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的公司历次股权变动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规、合法。 

（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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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试

行）》之规定、《审计报告》和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

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的情况。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公司章程》制定及历次修改的相关决议文件，经本所

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的制定及历次修改情况如下：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6 日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章程》，该章程已在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该章程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公司章程的修改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武汉

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议案》，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上述章程的修改履行了董事会审议通过、股

东大会决议批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对章程修

改程序的规定。 

（三）公司章程内容的合法性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行章程的内容包括了《公司法》要求载明的事项，

体现了同股同权、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议案的提出

和利润的分配程序，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经营管理机构权限的设置，和股东、监

事的监督等方面均贯彻了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了法定程序，现行章程的内容

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议事规则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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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的组织机构 

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业务部门等组织机

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的组织

机构图如下：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经具备了健全的组织机构，

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能够依据章

程规定，履行职责。 

（二）公司“三会”议事规则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6 日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关于<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和《关于制定<武汉奥森迪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内容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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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三会”的召开 

1、公司设立以来，共召开三次股东大会会议，包括： 

（1）2017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 

（2）2017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2017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公司设立以来，共召开五次董事会会议，包括： 

（1）2017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2）2017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3）2017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3、公司设立以来，共召开一次监事会会议，包括： 

    2017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经审查公司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会议文件资料，公司上

述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

织机构，上述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制

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规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设立后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开、

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现任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1、尹钢，男，董事长、总经理，1983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 年 7 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控制专业；2005 年 7 月至

2011 年 7 月，就职于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门经理；2011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5 月，任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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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法煜，男，董事、副总经理，1983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

籍，有境外（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2005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电子信息

专业；2007 年 7 月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信息工程专业；2008 年 7 月毕

业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专业；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就职于

IBM（澳大利亚），担任软件工程师；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3 月，就职于澳大

利亚圣母大学，担任光电工程师；2012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有限公司董事；

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王铮，男，董事，1985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8 年 7 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控制专业；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5 月，

就职于深圳奥林巴斯公司，担任研发工程师；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8 月，就职

于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研发工程师；2012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有

限公司技术支持部门经理、监事；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4、李阳兵，男，董事，1988 年 4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2010 年 7 月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财经专业；2010 年 2 月至 2013 年 2

月，就职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投资顾问；2013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

就职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股权管理专员；2013 年 9 月至今，就职

于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5、尤艺，女，董事，1983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5 年 7 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7 月，就职于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担任人事专员；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9 月，就职于广州市益言普道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咨询顾问；2008 年 9 月

至 2010 年 8 月，就职于广州市广晟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任人事经理；2010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职于湖北玺来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有限公司法律顾问；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二）现任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1、佘志琴，女，监事会主席，1964 年 3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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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物资学院财务专业；1999 年 5 月至 2002

年 6 月，就职于工商银行青岛市南支行，担任储蓄科副科长；2002 年 6 月至 2005

年 8 月，就职于泰康人寿青岛分公司，担任银保部经理；2005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就职于恒安标准人寿青岛分公司，担任银保部副总监；2017 年 5 月至今，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 

2、黄蓉，女，监事，1982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5 年 7 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6 年 3 月至 2006 年

7 月，就职于台达电脑（昆山）有限公司，担任采购；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7

月，就职于深圳市思捷达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担任销售；2007 年 7 月至 2013 年 3

月，就职于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质量运营工程师；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有限公司行政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行政部经理、监事。 

3、周文平，女，监事，1975 年 5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98 年 6 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1998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就职于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担任采购中心副主任；

2006 年 4 月至 2016 年 7 月，就职于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担任总工

办主任；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有限公司供应部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

任公司供应部经理、职工代表监事。 

（三）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尹钢，总经理（简历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变化（一）现任董事会成员”）。 

2、傅法煜，副总经理（简历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一）现任董事会成员”）。 

3、丁玲，女，财务负责人，1963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2008 年 7 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统计专业；1982 年 5 月至 1992

年 5 月，就职于武汉帆布总厂，担任主管会计；1993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就

职于中外合资武汉莎乐美时装有限公司，担任主管会计；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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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有限公司总账会计；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公司现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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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承诺，并登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进行了查看，最近 24 个月内公司的现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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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确认文件，审阅该等人员的简历

及其与公司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聘任文件，通过互联网检索该等人员的公众信

息及涉讼、行政处罚情况，并经本所律师对该等人员进行访谈，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情形，该等人员未曾

收到原任职单位主张侵犯其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任何权利主张、索赔或其他诉

求，未曾收到任何与侵犯原任职单位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有关的参与仲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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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纠纷调解、异议答辩或类似程序的通知或其他文件，亦未曾受到与侵犯原任

职单位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有关的来自任何有权部门或组织的调查或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

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前期纠纷或潜在纠纷。 

（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亲属关系 

据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监事黄蓉系董

事尹钢之妻，监事佘志琴系董事傅法煜配偶之母。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

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尹钢直接持有公司 33.5%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3.9%

股份，董事傅法煜之父傅晓东直接持有公司 26.42%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3.9%股

份，监事佘志琴直接持有公司 3.47%股份，董事王铮直接持有公司 13.15%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2.6%股份。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十）近两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1、报告期内，奥森有限 2011 年 12 月设立时，未设立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

名，由尹钢担任；2013 年 11 月，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尹钢、王德容、王

征、王敏、傅法煜五人组成；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董事会成员由尹钢、

王德容、王征、王敏、傅法煜变更为尹钢、傅法煜、王铮。 

股份公司设立时，成立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成员由尹钢、傅法煜、

王铮、尤艺、李阳兵五人组成。 

2、报告期内，奥森有限 2011 年 12 月设立时，未设立监事会，设监事一名，

由傅晓东担任；2013 年 11 月，监事变更为王铮；2017 年 1 月，监事变更为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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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成立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由佘志琴、黄蓉、周

文平三人组成。 

3、2011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奥森有限总经理由尹钢担任； 

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成立第一届董事会，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尹

钢、傅法煜、丁玲三人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团队相对稳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变动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报

告期内，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重大变化。 

十六、公司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公司目前执行的税率、税种及税收优惠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执行

的主要税种及其税率为： 

税种 计税依据 适用范围 法定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

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 
母、子公司 17%、6%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母公司 15%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子公司 25%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应纳流转税额计征 母、子公司 7% 

教育费附加 按应纳流转税额计征 母、子公司 3% 

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按应纳流转税额计征 母、子公司 2%、1.5% 

注：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2016 年 5 月后是 1.5%的法定税率计提，2016 年 5 月

之前是按 2%的法定税率计提。公司企业所得税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3

月按 15%征收，子公司高思易、奥森贸易企业所得税按 25%征收。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执行的上述主要税种、税率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税收优惠及批文 

公司 2014 年 10 月 14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取得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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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家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证书编号：GR201442000327，有效期三年。根据《企业所得税》第二十八条

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国税【2003】70 号）的有关规定，在计算其应

纳税所得额时，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后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公司 2015 年是小微企业，实行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后按 10%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三）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市科技局下发高新企业奖励 -- -- 50,000.00 

专利申请扫零工程资助 -- -- 8,000.00 

华工合作项目资助 -- 300,000.00 -- 

黄鹤英才第一批资金 -- -- 120,000.00 

30401 企业政策性补贴高新认定奖励 -- -- 100,000.00 

合计 -- 300,000.00 278,000.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在公司

的收入中占比较小，不存在主要收入来源于财政补贴的情形。 

（四）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严格遵

守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自设立以来自觉缴纳各种税款，不存在偷税、漏税及

欠税的情形，没有受到有关税务方面的行政处罚。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劳动保障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 

1、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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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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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05 号）、《关于印发<上市

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等文件的规定，

重污染行业包括：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发酵、

纺织、制革、采矿业、钢铁、水泥、电解铝。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业激光聚焦系

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所处行业不

属于重污染行业。 

2、公司日常环境保护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激光聚焦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的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从事的生产不涉及电镀、喷漆环节，仅为产品组装，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公司应履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在武汉市江岸区环境保护局完成环境影响登记表备

案登记手续，建设项目为激光头及数控产品组装，备案号为 2016-943。 

3、子公司高思易的主营业务为激光切割与焊接的数控软件开发与维护。其经

营过程不存在具体的生产、制造和物理加工活动，仅为数控软件开发与维护，无

需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 

4、子公司奥森贸易的主营业务为工业激光切割产品销售。其经营过程不存在

具体的生产、制造和物理加工活动，仅为产品销售，无需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具的说明，本所律师登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官方网站

进行查询，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两年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

办函〔2008〕373 号），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重污染行业；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危险物处理以及其他需要环保行政许可事项；公司及其子

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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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规定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公司及

其子公司最近两年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

的情形。 

（二）公司安全生产情况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 号）第二条的规定，国家对

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实行

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激光聚焦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配套设备的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不属于条例规定的上述行业且未从事相关业务，无需办理安

全生产许可证。 

经核查，公司对日常业务环节的安全生产制定了相关操作规程，公司报告期

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公司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的特点，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

关于产品质量的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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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四）劳动保障 

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工资发放明细表、社会

保险参保缴费情况查询单、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汇缴清册查询信息，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册员工 28 人，其中公司为 22 人缴纳了社保费用。未

缴纳社保费用的 6 人中，2 人为退休返聘人员；1 人为新入职人员试用期未满；1

人参加了大学生居民医保；2 人在原单位继续缴纳社保。目前，公司已开立住房

公积金账户，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因为社保问题产生纠纷，亦不存在因劳动及社会保

险事项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的情形。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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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若公司因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需补缴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或因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事宜受到处罚，或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方式提出有关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的合法权利要求，其本人将以个人财产无条件全额承担经有关政府部门

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需由公司补缴的全部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罚款或赔偿款

项，全额承担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方式要求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或赔偿款

项，以及因上述事项而产生的由公司支付的或应由公司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并

保证不就上述所承担的费用向公司进行追偿。 

十八、公司业务发展目标 

（一）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的一致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确定的业务

发展目标及本次挂牌转让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所述业务发展目标与公司的主

营业务一致。 

（二）业务发展目标的合法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发展目

标未偏离现主营业务方向；公司的经营业务已经有权部门登记，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十九、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情况 

（一）公司及公司股东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1、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本所律师查询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

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告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shi

xin.court.gov.cn/index.html)、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等网站及

搜索引擎，未发现公司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罚案

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任何重大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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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未受到任何重大行政处罚，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

者行政处罚，不存在其他如劳动社保、消防、海关、工商、质监等合规经营方面

的问题和法律风险。 

2、公司的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受到

过行政处罚、不存在可预见的行政处罚。 

3、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通过百度、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

查询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信用中国网、中国裁判

文书网等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不

存在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案件，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通过百度、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

信用中国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案件，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三）本所律师对上述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的调查受到的限制 

1、本所律师的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出的陈述和说明是按照诚实和信

用的原则作出的。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管辖的规定，并基于中国目

前法院、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程序和公告体制，在中国目前对诉讼和仲裁的案件

受理缺乏统一的并可公开查阅的信息公告系统的情况下，本所对于公司、公司股

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存在的重大法律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的核实尚无法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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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主办券商 

公司已聘请长江证券担任本次挂牌的推荐机构。经本所律师核查，长江证券

已经获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资格。公司聘请的推荐机构与公司及其股东

之间不存在影响其公正履行推荐职责的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的主办券商长江证券具备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和经纪业务的资格，符合《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十一、本次挂牌转让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合法有效成立并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

备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主体资格，符合本次挂牌的实质

条件；本次挂牌已履行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程序，符合我国《公司法》《证券

法》《业务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挂牌，尚待

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审核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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