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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

公司 

指 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昆山金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金鑫鸿运 指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

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本所 指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挂牌 指 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行为 

《审计报告》 指 亚会 B 审字（2017）0911 号《审计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修订）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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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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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7 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公司章程》 指 

由公司创立大会通过的《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 

注：本法律意见书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本法律

意见书中未列单位的数据，单位均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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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关于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执业的律师事务

所。本所根据与昆山金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

同》，接受昆山金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

司并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昆山金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整体变更为昆山金鑫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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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

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对公司本次挂牌的合法性及有重大影响的

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公司与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本次挂牌申请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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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

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

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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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会

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

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不

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6、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者口头证言。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

文件以及与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

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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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挂牌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法定程序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董事会、股

东大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挂牌相关

事宜，授权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挂牌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 

二、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依法设立 

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来，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取得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3690753420Y。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28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晓红；住所为：昆山

市玉山镇亿升路 398号 4＃厂房一楼、二楼；经营范围：锂电池模块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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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电池管理系统和软件控制系统的设计，锂电池、纯电动车、太阳

能电子产品的组装、加工和销售；车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环保能

源技术和环保电池技术的研发；高分子纳米新材料和环保高分子纳米修复

胶的研发和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营业期限为：自 2009 年

6 月 11 日至长期。 

（二）公司合法存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

届满、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

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等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主体资

格。 

三、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则》、《挂

牌条件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所

应具备的实质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并依赖其他专

业机构的专业意见，本所律师认为： 

（一） 公司存续满两年 

公司是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后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故公司存续

期间可以从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从有限公司设立至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之日，公司已经持续经营两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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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一）项、《挂牌条件指

引》第一条的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4,637,135.50 12,814,584.95 4,019,917.63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4,637,135.50 12,814,584.95 4,019,917.63 

其他业务收入 - - -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明确，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二）项、《挂牌条件指引》第二条

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如本法律意见书“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所述，公司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制度。同时，公司还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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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实施细

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内部管理制度。 

2、如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的税务”、“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

品质量、技术等标准”所述，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相关部门出具的合规证

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不存在因违反工商、

税务、安全生产、质量监督等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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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五）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情况”所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

一期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如本法律意见书“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所述，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资格。 

3、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被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

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

够依法履行职责，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2.1

第（三）项、《挂牌条件指引》第三条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如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发起人的资格，公司的现有股东目前

均具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公司的设

立及股票发行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履行了必要的验资程序及工

商登记程序，真实、有效，不存在权属纠纷。 

如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所述，有限公司自设立以

来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履

行了必要的验资程序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程序，真实、有效，股

权结构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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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

《业务规则》2.1 条第（四）项、《挂牌条件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五）公司已与主办券商签订《推荐与持续督导协议》 

公司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推荐与持续督导协议》，符合《业

务规则》2.1 条第（五）项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已

经具备本次挂牌的条件，但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的审查意见。 

四、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的设立条件与方式 

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2017 年 3 月 30 日，亚会 B 审字（2017）0911 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有限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15,102,915.63 元。 

2017年 3月 31日，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评报字[2017]

第 077号《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7年 1月 31日,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19,301,988.07 元。 

2017 年 4 月 10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

按照截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变更为公司，以亚会 B 审字

（2017）0911号《审计报告》确认的基准日净资产人民币 15,102,915.63元折合

为股本 1328 万股，每股人民币 1.00 元，整体变更为公司，溢价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公司名称变更为“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全体发起人正式签署了设立公司的《发起人协议》，就拟设立的

公司的名称、宗旨、经营范围、股份总数、出资方式、发起人的权利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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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2017 年 4 月 25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亚会 B验字（2017）0123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7年 4月 25日止，公

司已将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31 日净资产人民币 15,102,915.63 元折合为股本

1328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系以有限公司

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折合的股本不高于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存在以评估

值入资设立股份公司的情况。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履行了审计、资产评估，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均出席了会议，一致同意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

发起人，以净资产折股的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昆

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制定昆山金鑫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创立大会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 

（三）公司设立过程中的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根据亚会 B 验字（2017）0123 号《验资报告》，验证整体变更中以有限

公司净资产出资的公司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截至 2017年 4月 25日，注册

资本为 1328 万元，实收 1328 万元。 

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取得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局核发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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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3690753420Y。 

综上，公司的设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设立合法有效。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的业务独立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池管理软件和锂离子电池模块及配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营业务的开展未依赖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公

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体系、生产体系、销售体系，公司流程规范，有章

可循，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独立。 

（二）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原有限公司所有资产（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十、公司的主要财产”）全部由公司承继，确保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

资产结构，具备与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公司

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资产混同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1、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监事会由 3 名监事

组成，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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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及其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核心技

术人员的声明和保证及本所律师对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聘

用合同的核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的情形，也未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的情形；公司的财务人员为专职，未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人员不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法律规定，亦不存在关于前述事项

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纠纷

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人员独立。鉴于公司未曾因上述不规范情形受到

过行政处罚，且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数额不构成重大金额，因此公司

未依法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四）公司的机构独立 

根据公司提供的组织结构图并经本所律师调查，公司已建立健全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按照业务体系的需要设立了健

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公司各机构和各内部职能部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不存在与股东

及其控制的其它企业有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机构独立。 

（五）公司的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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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

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2、公司取得《开户许可证》，公司独立运营资金，不存在与股东共用银

行账户的情形。 

3、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股东

以借款、代偿债务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上均保持相互独立。 

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发起人 

公司发起人为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张晓红，发起人基

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二）公司

股东”。 

（二）公司股东 

1、股东及持股比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及持股数量与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3,180,000 货币 87.87 

2 曾宇涛 600,000 货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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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璐 500,000 货币 3.33 

4 曾燕燕 335,000 货币 2.23 

5 曾昭霞 200,000 货币 1.33 

6 张晓红 100,000 货币 0.67 

7 刘红丽 60,000 货币 0.40 

8 刘志勇 25,000 货币 0.17 

合计  1500.00  100.00 

2、持股 5%以上股东基本情况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2016 年 5 月 4 日 注册资本 1368 万元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 112-118 号 6 幢 1272 室 

经营范围 

纯电动车、充电桩、太阳能电子产品的组装（限分支机构经营）和销

售；车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环保能源技术的研发；高分子纳

米新材料和环保高分子纳米修复胶的研发和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电动车、充电桩、太阳能电子产品租赁。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合计（万元） 

出资比例

（%） 

张晓红 1340.64 98.00 

彭良英 27.36 2.00 

合计 1368.00 100.0000 

3、股东适格性 

根据公司股东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简历、声明函，自然人股东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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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住所均在中国境

内，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

【1984】27 号）、《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

公共利益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中纪发【2000】4 号）、《关于

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

（执行）（中纪发【2001】2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

以上党和国际机关退（离）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办发

【1988】11 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军发【2010】21 号）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

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股东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符合

公司股东适格性的要求。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晓红直接持有公司 10.00 万股股

份，并通过金鑫鸿运间接持有公司 1291.64万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1301.64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6.78%。 

因此，张晓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张晓红，女，1977年 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

生学历。1996 年 6 月至 2001 年 7 月，任东莞首林电子厂业务部主管；2001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东莞宜电电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20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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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 3 月，任职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历任业务部经理、监

事；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昆山正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董

事；2009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股份公司

成立后，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报告期内，张晓红拥有的公司表决权比例始终超过50%。 

本所律师认为，张晓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报告期内未发生变

更。 

（四）公司股东相互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晓红持有金鑫鸿运 1340.64万元出资，

占注册资本的 98%；曾宇涛为张晓红配偶之弟、曾燕燕为张晓红配偶之

妹，二人互为姐弟；刘志勇、刘红丽为兄妹。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情况 

经人民法院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全国

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

n/honestypub/）、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检索核查，截

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现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未被列入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人员名单、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通过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函以及派出所出具的《无

犯罪记录证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受刑事、行政处罚、未因涉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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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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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历史沿革 

1、有限公司成立及首期出资 

2009 年 6 月 11 日，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各类电池、电动车、太

阳能产品、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环保能源技术及环保电池技术的研

发，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00 万元，其中张晓红

出资 97.2 万元，彭良英出资 10.8 万元。 

2009 年 6 月 10 日，江苏金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金会苏内验字[2009]第

348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09年 6月 10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

审验，验证公司已收到张晓红出资 97.2 万元，彭良英出资 10.8 万元。上述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有限公司设立时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张晓红 97.20 货币 90.00 

2 彭良英 10.80 货币 10.00 

合计 108.00  100.00 

2、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1 年 4 月 7 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008.00 万元，自然人股东张晓红新增出资 9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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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增资后，张晓红占比 98.93%；彭良英占比 1.07%。 

2011 年 4 月 7 日，江苏金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金会苏内验字[2011]第

0490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1年 4月 7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

审验，验证公司已收到股东张晓红新增出资 900 万元。 

2011 年 4 月 14 日，昆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

司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张晓红 997.20 货币 98.93% 

2 彭良英 10.80 货币 1.07% 

合计  1008.00  100.00 

3、第一次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2013 年 10 月 18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范围由各类电池、电

动车、太阳能产品、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环保能源技术及环保电池

技术的研发，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变更为锂电池、纯电动车、太阳能

电子产品的组装、加工和销售；车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环保能源

技术和环保电池技术的研发；高分子纳米新材料和环保高分子纳米修复胶

的研发和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3 年 12 月 23 日，昆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 

4、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6 年 4 月 12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318 万元，自然人股东张晓红新增出资 31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6 年 4 月 19 日，江苏仲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仲会验字[201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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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0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6 年 4 月 19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

了审验，验证公司已收到股东张晓红新增出资 310 万元。 

2016 年 7 月 4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

司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张晓红 1307.20 货币 99.18% 

2 彭良英 10.80 货币 0.82% 

合计  1318.00  100.00 

5、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7 月 28 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自然人股东张晓红将其在有限

公司持有的 99.18%股权转让给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

股东彭良英将其在有限公司持有的 0.82%股权转让给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28 日，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6年 10月 25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

司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

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1318.00 货币 100.00 

合计 1318.00  100.00 

6、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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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2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328.00 万元，自然人股东张晓红新增出资 1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7 年 1 月 12 日，江苏仲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仲会验字[2017]第 003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

验，验证公司已收到股东张晓红新增出资 10 万元。 

2017 年 1 月 11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

司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上海金鑫鸿

运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318.00 货币 99.25% 

2 张晓红 10 货币 0.75% 

合计  1328.00  100.00 

7、股份制改制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 

本所律师认为：有限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已由股东足额缴纳；有限

公司自成立之后的历次股权变动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合规；有

限公司改制为公司的程序、条件与方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的股份发行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权属纠纷。 

6、第四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7 年 6 月 20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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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万，新增 172 万元注册资本，其中黄璐占股 50 万股，以 60 万元的

价格认缴；曾宇涛占股 60 万股，以 72 万元的价格认缴；曾昭霞占股 20 万

股，以 24 万元的价格认缴；曾燕燕占股 33.5 万股，以 40.2 万元的价格认

缴；刘志勇占股 2.5 万股，以 3 万元的价格认缴；股东刘红丽占股 6 万股，

以 7.2 万元的价格认缴。 

2017年 06月 27日，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

司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3,180,000 货币 87.87 

2 曾宇涛 600,000 货币 4.00 

3 黄璐 500,000 货币 3.33 

4 曾燕燕 335,000 货币 2.23 

5 曾昭霞 200,000 货币 1.33 

6 张晓红 100,000 货币 0.67 

7 刘红丽 60,000 货币 0.40 

8 刘志勇 25,000 货币 0.17 

合计  1500.00  100.00 

2017 年 7 月 4 日，江苏仲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仲会验字[2017]第 25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

验，验证公司已收到黄璐、曾昭霞、曾宇涛新增出资 1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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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1 日，江苏仲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仲会验字[2017]第 26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

验，验证公司已收到曾燕燕、刘红丽、刘志勇新增出资 42 万元。 

（二）公司的股份限售安排及质押情况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做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节第八条规定：

“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分三批解

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

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

行过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券商为开展做市业务

取得的做市初始库存股票除外。 

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

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

日起一年以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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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

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其他持有公司股份的人员，自愿锁定其股份的，应遵守其关于锁定期

的承诺。” 

除上述规定的股份锁定外，公司股东对其所持公司股份未作出其他自

愿锁定的承诺。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审计报告》、公司及股东出具的

书面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全体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不存在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 

八、公司在上股交挂牌情况 

1、公司在上股交挂牌基本情况 

2015 年 1 月 26 日，有限公司收到上股交《关于同意昆山金鑫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挂牌的通知》（沪股交〔2015〕507 号），同意公司进入上股交中

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即 Q 板）挂牌。企业代码：204079。委托报送机

构：上海新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在上股交挂牌期间严格遵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

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的规定报告期内不存在

下列情形：①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采取集中竞价、做市

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②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



 

24 
 

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少于 5

个交易日；③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超过 200

人。 

3、公司在上股交挂牌期间未通过该平台进行过融资或股权转让 

公司自在上股交平台挂牌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在上股

交平台发布过股权转让报价信息，未通过该平台进行过股权融资及股权转

让事宜。 

4、公司在上股交挂牌的暂停、终止挂牌手续安排 

根据《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业务暂行

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挂牌公司向境内、外有关资本市场申请上市或

挂牌的，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自相关机构正式受理其申请材料的次一转

让日起暂停其股份转让，直至上市或挂牌结果公告日。第七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挂牌公司在境内、外有关资本市场上市或挂牌的，上海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将办理终止挂牌手续并报送上海市金融办备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票在上股交挂牌期间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公司

股权明晰的问题。公司将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同意公司挂牌

的函后，及时完成上股交摘牌手续。 

九、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锂电池模块的

组装和生产，电池管理系统和软件控制系统的设计，锂电池、纯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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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子产品的组装、加工和销售；车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环

保能源技术和环保电池技术的研发；高分子纳米新材料和环保高分子纳米

修复胶的研发和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核查，公司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公司的经营范围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 

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公司设立至今，经营范围没有发生重大变更。 

（三）公司资质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5 日被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

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编号：GR201332000068，有效期为三年。上述证书过期后，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632001010，有效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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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证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日期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01346315 

江苏昆山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机关 

2014 年 03 月 0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32239628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昆山海

关 

2011年 03月 16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及许可，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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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不存

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池管理软件和锂离子电池模块及配件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发生主营

业务变更事项，主营业务明确。 

（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的声明、《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未出现《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应当终止的事由，主要经营性资产不存在被查

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受到有

关政府部门的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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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公司设立至今，其经营范围没有发生

过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明确，不存在持续经营的障碍。 

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主要关联方 

本法律意见书关联方主要依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 号）的标准进行认定。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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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与公司关系 

张晓红 

直接持有公司 0.67%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86.11%的股

份，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持有公司 87.87%的股份，控股股东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公司关系 

张晓红 董事长、总经理 

刘文旭 董事 

黄进德 董事、副总经理 

钟华松 董事 

刘红丽 董事 

舒邦林 监事会主席 

蒋宇婷 监事 

范叶平 监事 

周伟香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3、其他关联方 

名称（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许驩鑫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公司有特殊关

系，可能导致本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公司有特殊关

系，可能导致本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许驩鑫控

制的公司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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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正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有

限公司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公司有特殊关

系，可能导致本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2016年 7月

15 日前公司的子公司；现为许驩鑫控制的公司 

西安正国金鑫新能源动力电

池有限公司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公司有特殊关

系，可能导致本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2016年 9月

29 日前公司的子公司；现为许驩鑫控制的公司 

昆山盛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晓红独资的企业，担任执行董事 

由于以公司作为申请人、许驩鑫作为发明人之一的专利申请共 37

项，其中取得授权的有效专利共 6 项，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许驩鑫

与公司有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利益对其倾斜，列为关联方，同时

将其控制的公司列为关联方。 

（二）主要关联交易及往来余额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近两年及一期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方交易 

1、资金拆借的关联交易和往来余额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6年12月31日

其他应收款余

额 

2017年1-3月拆

出 

2017年1-3月拆

出款归还 

2017年3月31日其

他应收款余额 

张晓红 4,312,805.53 2,032,999.89 5,872,805.53 472,9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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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2015年12月31日

其他应付款余

额 

2016年度拆入款

归还及拆出 

2016年度拆出

款归还 

2016年12月31日其

他应收款余额 

张晓红 9,065,484.83 14,999,738.72 1,621,448.36 4,312,805.53 

 

关联方名称 

2014年12月31日

其他应收款余额 

2015年度拆出 

2015年度拆出

款归还及拆入 

2015年12月31日其

他应付款余额 

张晓红 2,814,329.58 1,110,622.56 12,990,436.97 9,065,484.83 

 

关联方名称 

2016年12月31日

其他应付款余

额 

2017年1-3月拆

入款归还及拆

出 

2017年1-3月

拆出款归还 

2017年3月31

日往来余额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0 2,466,496.39 2,448,496.39 -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2月31日

往来余额 

2016年度拆

入 

2016年度拆

入款归还 

2016年12月31日

其他应付款余额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0.00 18,000.00 - 18,000.00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度拆 2016年度拆 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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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余

额 

出 出款归还 其他应收款余额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4,599,679.45  4,599,679.45 0.00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月1日其

他应收款余额 

2015年度拆

出 

2015年度拆

出款归还 

2015年12月31日

其他应收款余额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266,523.45 2,333,156.00  4,599,679.45 

上述关联拆借的交易均未约定利息。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晓红占用公司资金 472,999.89 元。

以下是张晓红在报告期末归还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日期 还款 占款余额 

2017 年 3 月 31 日  472,999.89  

2017 年 4 月 7 日 85,000.00  387,999.89  

2017 年 4 月 10 日 20,000.00  367,999.89  

2017 年 4 月 11 日 10,000.00  357,999.89  

2017 年 4 月 20 日 70,000.00  287,999.89  

2017 年 4 月 20 日 7,500.00  280,499.89  

2017 年 4 月 25 日 100,000.00  180,499.89  

2017 年 4 月 25 日 30,000.00  150,499.89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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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5 日 5,000.00  145,499.89  

2017 年 4 月 25 日 6,000.00  139,499.89  

2017 年 4 月 25 日 1,000.00  138,499.89  

2017 年 4 月 27 日 30,000.00  108,499.89  

2017 年 5 月 2 日 10,000.00  98,499.89  

2017 年 5 月 3 日 30,000.00  68,499.89  

2017 年 5 月 4 日 198,000.00  0.00  

本所律师对上述还款的银行单据进行了检查，并且核查了公司 4-6 月

的银行对账单，可以确认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已清理完毕，不存在关联方

占用资金的情形。 

2、公司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17年 1-3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昆山正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 

3,008,547.08 4,820,513.01 - 

合计 3,008,547.08 4,820,513.01 - 

公司向昆山正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有两种：（1）金

鑫大功率储能电池控制系统软件 V1.0、（2）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仪管理

软件 V1.0。将上述两种产品对昆山正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的销售价

格与向其他公司的销售价格进行了对比，并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及银行单

据。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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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客户 上海璨坤实业有限公司 正国新能源 

金鑫智能电池自

动测试仪管理软

件 V1.0 

68,376.07 元/套 

本软件录入单个电池控制系

统，单组小电池模组（不超过

5000 只小电池）为一组，100

组小电池模组的软件控制系统

为 1 套。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68,376.07 元/套 

本软件录入单个电池控制系统，

单组小电池模组（不超过 5000 只

小电池）为一组，100 组小电池模

组的软件控制系统为 1 套。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金鑫大功率储能

电池控制系统软

件 V1.0 

85,470.09 元/套 

本软件录入单组小电池模块控

制系统，小电池模组（不超过

100 个小电池组）组成为一个

大电池模块，十个大电池模块

的软件控制系统为 1 套。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85,470.09 元/套 

本软件录入单组小电池模块控制

系统，小电池模组（不超过 100个

小电池组）组成为一个大电池模

块，十个大电池模块的软件控制

系统为 1 套。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由上表可见，每套软件的价格及每套软件录入的设备数量均一致，公

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3、关联方采购交易 

单位名称 2017年 3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141,675.21 43,417.10 -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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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1,675.21 43,417.10 - 

公司与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交易的具体内容及定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另有说明的除外 

产品 规格 单位 

2017 年 1-3 月 

数量 单价（不含税） 金额（不含税） 

锂离子电池 24.5Ah 颗 48.00  102.56  4,923.08  

锂离子电池组 80 度电 组 1.00  136,752.13  136,752.13  

合计     141,675.21 

 

产品 规格 单位 

2016 年度 

数量 单价（不含税） 金额（不含税） 

锂离子电池 22Ah 颗 460.00  94.39  43,417.10  

合计     43,417.10  

公司从正国能源采购的关联交易公允性分析如下： 

公司的电芯供应商较多，以下是公司从正国能源采购的价格与其他供

应商的同类产品的对比： 

单位：元，另有说明的除外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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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产品规格 采购合同时间 单位 单价 每 Ah 价格 

正国能源 22Ah 2016 年度 颗 94.39  4.29 

正国能源 24.5Ah 2017 年 1-3 月 颗 102.56  4.19 

芯和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17.5Ah 2017 年 1-3 月 颗  150.00   8.57  

山东精工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3.4Ah 2017 年 1-3 月 颗  14.96   4.40  

深圳市欧赛科技有

限公司 

3.4Ah 2016 年-2017 颗  14.36   4.22  

山西中科忻能科技

有限公司 

24Ah 2017 年 1-3 月 颗  82.05   3.42  

根据上表可见，锂离子电池回因质量、型号等原因价格存在差异，但

换算为每 Ah 的单价后，除芯和能源外，基本在 3.42-4.40 这个较小区间内

波动。芯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经营场所位于台湾的公司，公司从该

公司采购属于进口，因此价格偏高。 

综上，公司从正国能源采购电芯的交易价格公允。 

另外，公司报告期内从正国能源采购了一组 80 度电的电池组，价格为

136,752.13 元。公司与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就 80 度

电的电池组的电池组定价为 157,264.96元（含税价为 184,000.00元），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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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属正常利润，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4、关联方股权转让 

1）2016年 7月 15 日，公司与正国能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

公司将其持有的正国新能源 255万美元股权（占 51%）转让给正国能源。由

于公司持有正国新能源股权期间，其未开展经营活动，本次股权转让以出

事投资价格定价。 

2016 年 8 月 18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登记事项。

至此，正国新能源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公司于 2016年 7月 15日将股权出售给正国能源，交易对价为 1000万元。

在交易时点，公司应付正国新能源 1000 万元，经公司与正国能源及正国新

能源协商，正国能源将承担该笔债务作为股权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参考转让日净资产，交易价格公允。 

2）2016年 8月 31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金鑫新能将其在西安正国持

有的 84%股权转让给正国新能源。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与正国新能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

公司将其持有的正国新能源 12600万元股权（占 84%）转让给正国新能源。 

2016年 9月 29 日，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登记事项。

至此，正国新能源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实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比例

（%） 

1 正国新能源 12,600.00 0 货币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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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兰 1,200.00 0 货币 8.00 

3 胡新钢 1,200.00 0 货币 8.00 

合计 15,000.00   100.00 

西安正国金鑫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设立之后未实缴出资亦未实际

经营，由于西安正国金鑫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未实缴出资，此次股权

转让价格 0 元交易价格公允。 

5、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 

单位名称 

2017年 3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昆山正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 

4,118,886.78 3,806,886.78 - 

合计 4,118,886.78 3,806,886.78 - 

6、关联方预付款项余额 

单位名称 

2017年 3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834,240.00  - 

合计 2,834,240.00  - 

7、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 

单位名称 

2017年 3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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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红 472,999.89 4,312,805.53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599,679.45 

合计 472,999.89 4,312,805.53 4,599,679.45 

8、关联方其他应付款余额 

单位名称 

2017年 3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903.00 2,903.00 2,903.00 

上海金鑫鸿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18,000.00  

张晓红   9,065,484.83 

合计 2,903.00 20,903.00 9,068,387.83 

（三）内部规定中确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章程》规定了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时的回避制度，

并明确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关联交易方面的决策权限。同时，公司制定

了《关联交易实施细则》，规定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

认定，关联交易定价应遵循的原则，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回

避制度等，明确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他股东

的利益进行保护。 

（四）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管理层等出具了《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

承诺函》，承诺“1、将尽量避免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http://www.qixin.com/company/4f40342e-4344-4621-969a-ed4c1a33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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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

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2、

保证严格遵守《公司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公司章程》等管理制度的

规定，依照合法程序，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承诺在公司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对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

表决的义务。”此承诺函为不可撤销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有损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公司正在规范

对关联交易的管理。 

（五）同业竞争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关系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 

金鑫鸿运 

张 晓 红 出 资

1340.64 元，占注

册资本 98%；同

时，该公司持有本

公司 99.25%的股

份，为公司的母公

司 

充电桩、太

阳能电子产

品的组装和

销售 

纯电动车、充电桩、太阳能电子产品的

组装（限分支机构经营）和销售；车用

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环保能源技

术的研发；高分子纳米新材料和环保高

分子纳米修复胶的研发和技术服务；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动车、充电

桩、太阳能电子产品租赁。 

盛邦投资 

张晓红独资的企

业,担任执行董事 

电动汽车和

充电桩的销

售及租赁 

项目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汽车销

售及租赁；电动汽车和充电桩的销售及

租赁；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办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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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环保设备、机电设备、日用百货、

工艺礼品、纺织用品、计算机的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网络信息技术

的开发、技术服务（不含增值电信业

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金鑫鸿运、盛邦投资主营业务与本公司不同，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 

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其具

体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为避免与公司产

生同业竞争，本人承诺如下：1、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

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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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2、本人在作为公司股东 (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3、本人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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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执行有赖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诚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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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避免产生同业竞争。 

十一、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使用权 

公司无土地使用权。 

（二）房产 

公司已与昆山市东创科技中心签订 《商品房购销合同 》（编号：

20160508001），上述房屋已交付使用，但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产证尚在

办理中。 

（三）设备、运输工具、在建工程：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公司拥有的机器设备、运输

工具及电子设备等账面价值如下： 

项  目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及其他设备 

期末账面价值 1,228,715.11 655,921.90 1,450,739.42 

（四）无形资产 

1、专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专利权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申请

日 

授权公告

日 

取得

方式 

1  

多串锂电控制板

自动测试仪 

ZL 2011 2 0101991.9 

发明

专利 

2011.04.22 2011.11.30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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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异常报警的锂

离子电池供电装

置 

ZL 2015 2 0632885.7 

实用

新型 

2015.08.21 2015.12.16 

原始

取得 

3  

应用于动力锂电

池的温控限流电

路 

ZL 2015 2 0632883.8 

实用

新型 

2015.08.21 2015.12.16 

原始

取得 

4  

可快速充电的多

串锂电池组充电

电路 

ZL 2015 2 0636666.6 

实用

新型 

2015.08.21 2015.12.16 

原始

取得 

5  

电动车的锂电池

节能控制电路 

ZL 2015 2 0636355.X 

实用

新型 

2015.08.21 2015.12.23 

原始

取得 

6  

电源充放电容量

测试电路 

ZL 2015 2 0476939.5 

实用

新型 

2015.07.06 2015.12.23 

原始

取得 

7  

多串锂电池组大

电流均衡电路 

ZL 2015 2 0656269.5 

实用

新型 

2015.08.28 2015.12.23 

原始

取得 

8  

家用型太阳能储

能锂电池供电装

置 

ZL 2015 2 0476982.1 

实用

新型 

2015.07.06 2015.12.23 

原始

取得 

9  

可自由调节角度

的光伏电池装置 

ZL 2015 2 0633007.7 

实用

新型 

2015.08.21 2016.03.30 

原始

取得 

10  

基于电容的电压

均衡电源管理电

ZL 2016 2 0835638.1 

实用

新型 

2016.08.04 2017.02.01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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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1  

多串电池充电电

压均衡电源管理

电路 

ZL 2016 2 0835550.X 

实用

新型 

2016.08.04 2017.02.01 

原始

取得 

12  

动力电池组 BMS

大电流平衡电路

系统 

ZL 2016 2 0835324.1  

实用

新型 

2016.08.04 2017.02.01 

原始

取得 

13  

纯电动车用储能

电池组接触式加

热系统 

ZL 2016 2 0835323.7 

实用

新型 

2016.08.04 2017.02.08 

原始

取得 

14  

纯电动车用储能

电池组接触式散

热系统 

ZL 2016 2 0835717.2 

实用

新型 

2016.08.04 2017.02.15 

原始

取得 

2、商标 

序

号 

商标名称 图案 注册号 注册类别 有效期限 

取得

方式 

1 ZGJX 

 

9797020 第 9 类 

2012.09.28-

2022.09.27 

原 始

取得 

 金芯王子 

 

11361184 第 9 类 

2014.02.28-

2024.02.27 

原 始

取得 



 

43 
 

 金芯小王子 

 

11361145 第 9 类 

2014.01.14-

2024.01.13 

原 始

取得 

3、软件著作权 

序

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日 

登记日期 

1 

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仪管理软件

V1.0 

2010SR016951 2009.11.16 2010.04.16 

2 金鑫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管理软件 V1.0 2010SR016954 2009.11.08 2010.04.16 

3 金鑫大功率储能电池控制系统软件 2016SR038223 2015.06.02 2016.02.25 

4、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序

号 

软件产品名称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有效期 

1 

金鑫太阳能路灯

控制器管理软件 

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 

苏

RC-2016-E0345 

2016.07.14/五年 

2 

金鑫智能电池自

动测试仪管理软

件 

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 

苏

RC-2016-E0346 

2016.07.14/五年 

3 

金鑫大功率储能

电池控制系统软

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 

苏

RC-2016-E0328 

2016.07.14/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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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5、域名使用权 

序号 域名 注册日 到期日 

1 zgjinxin.cn 2015.04.07 2018.04.07 

上述原始取得的无形资产不涉及到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果，

不存在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合法拥有上述技术的知识产权。 

（五）财产的产权状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有限公司名下的资

产尚需更名为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六）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受限制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信用报告》及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公司的主要财

产不存在被抵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二、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正在履行和已经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

如下： 

1、借款合同 

借款性质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万元） 

合同期限 

利率 

（%

履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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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借款 

昆农商银信保借

字（2017）第

0052214 号 

江苏昆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玉山

支行 

300.00 

2017.01.20- 

2018.01.19 

5.65

5 

履行

中 

2、销售合同（40 万以上）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价 

签订日期 

履行

情况 （万元） 

1 

上海佑展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

仪管理软件 V1.0 

280.50 2015.03.05 

履行

完毕 

2 

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

仪管理软件 V1.0 

85.00 2015.11.01 

履行

完毕 

3 

昆山正国新能源

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 

金鑫大功率储能电池控

制系统软件 V1.0 

170.00 2016.07.25 

履行

完毕 

4 

金鑫大功率储能电池控

制系统软件 V1.0 

130.00 2016.07.25 

履行

完毕 

5 

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

仪管理软件 V1.0 

176.00 2016.08.01 

履行

完毕 

6 

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

仪管理软件 V1.0 

88.00 2016.10.01 

履行

完毕 

7 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 224.00 2017.01.06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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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管理软件 V1.0 完毕 

8 

上海璨坤实业有

限公司 

金鑫太阳能路灯控制器

管理软件 V1.0 

43.00 2016.08.01 

履行

完毕 

9 

金鑫智能电池自动测试

仪管理软件 

104.00 2016.10.1 

履行

完毕 

10 

金鑫大功率储能电池控

制系统软件 

170.00 2016.10.1 

履行

完毕 

框架合同: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价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万元） 

1 

鹰潭海鹰新能源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电池组 2982.00 2016.03.23 履行完毕 

2 河北长征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电池组 257.60 2016.09.13 履行中 

3 磷酸铁锂电池组 5880.00 2016.11.15 履行中 

4 

南通隆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电池包组装代加工 

以实际结算

金额为准 

2016.11.04 履行中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对客户鹰潭海鹰新能源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实际结算销售额为 3,538,461.52 元（不含税），由于鹰潭海鹰新能源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业务结构发生转变，不再采购磷酸铁锂电池组，此销售合

同已履行完毕，且双方已签订《解除协议》，互不追究对方的责任。 

3、采购合同（5 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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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货单位 合同标的 

合同总价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万元） 

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电芯 6.80 2015.04.16 履行完毕 

2 

深圳市逸尘运动科技有限公

司 

磷酸铁锂

电池（电

芯） 

6.60 2016.03.21 履行完毕 

3 

昆山市泽威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铝材产品 11.11 2016.04.08 履行完毕 

4 

立得能（苏州）电动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 

充电桩快

充模块 

291.00 2016.04.20 履行中 

5 

深圳市三信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锂电池

（电芯） 

11.52 2016.06.28 履行完毕 

6 维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软包锂离

子电芯 

28.16 2016.12.02 履行中 

7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不爆炸阻

燃锂离子

电芯 

651.00 2016.12.26 履行中 

4、房屋租赁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如下表所示： 

出租方 座落 用途 

面积(平

方米)  

 

租金 

租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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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高新

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 

昆山市城北亿

升路 398 号 4

号楼 201、

202、203、

204 

厂房 2073.6 

 

248,832.00

元/年 2012.08.28-2015.08.27 

昆山高新

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 

昆山市城北亿

升路 398 号 4

号楼 201、

202、203、

204 

厂房 2073.6 

 

248,832.00

元/年 2015.08.28-2016.08.27 

昆山高新

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昆山市城北亿

升路 398 号 4

号楼 201、

202、203、

204 

厂房 2073.6 

 

263,762.00

元/年 2016.08.28-2017.08.27 

报告期以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签订并正在履行的房屋

租赁合同如下表所示： 

出租方 座落 用途 

面积(平

方米)  

租金 租赁期限 

昆山高新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昆山市城北亿升

路 398 号 4 号楼

101、102、103、

办公

生产 

2073.6 

316,017.00

元/年 

2017.02.15-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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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以上房产的房权证具体信息如下： 

房 屋 所 有

权人 

房权证编号 

取

得

方

式 

面积 (平

方米) 

房屋座落 

土地使用

期限 

规划用途 

昆山高新

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昆房权证玉山

字第 101197342

号 

国

有

出

让 

10,319.22 

昆山市城北

亿升路 398

号 

至 2053年

8 月 25 日

止 

4#厂房 

上述房屋于在取得《房产证》之前，租赁合同系与昆山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签订，昆山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为事业单位，负责管理该园区房

屋的租赁事宜。待《房产证》办理完后，出租方变更为《房产证》登记的权利

人昆山高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合作协议 

序号 

合 同

名称 

合作方 合作期间 主要合作内容 

1 

产 学

研 合

作 协

议 

北 京 大 学

软 件 与 微

电 子 学 院

无 锡 产 学

2012 年 5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合作方优先考虑向公司转让科技成果，

帮助公司解决生产和技术改造过程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并根据乙方需要开展技

术开发等服务；双方可组成联合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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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合 作 教

育基地 

进行研究攻关、联合申报各级政府的有

关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公司为合作方师

生提供专业参观、实习、见习和科研实验

的条件。 

2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书 

昆 山 正 国

能 源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6年 10月

20 日至 2021

年 10月 19日 

甲乙双方各自发挥自身在产品、技术与

专利、信息资源、渠道、市场拓展等方面

的优势，为对方提供支持，优先选择对方

提供的技术、产品、市场等服务；当合作

方新产品供货源紧缺时，在同等条件和

市价下，合作方优先供应（需求量大时唯

一供应）公司所需的不爆炸阻燃电芯及

配件。 

3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书 

上 海 木 爷

机 器 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16年 12月

1 日至 2019

年 11月 30日 

甲乙双方各自发挥自身在产品、技术与

专利、信息资源、渠道、市场拓展等方面

的优势，为对方提供支持，优先选择对方

提供的技术、产品、市场等服务。 

4 

产 品

加 工

协 议

书 

狮 莱 恩 精

密 器 械

（ 昆 山 ）

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5日至 2020

年 4月 24日 

公司委托合作方为其生产 3S60P-支架、

3S60P-联接上板、3S60P-联接中板。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正在履行或已履行完毕但仍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的合同的内容为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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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风险。 公司是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项下所有

权利义务依法由公司承继，不存在需变更合同主体的情形，合同的履行不

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侵权之债 

如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的税务”、“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

质量、技术等标准”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

劳动安全等原因而发生的侵权之债。 

（三）其他应收、其他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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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前五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个人）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金额 占其他应收款总

额的比例% 

性质 

张晓红 关联方 472,999.89 93.37 备用金 

昆山高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30,000.00 5.92 押金 

昆山助邦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100.00 0.41 押金 

昆山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非关联方 1,500.00 0.30 押金 

合计  506,599.89 100.00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公司其他应付款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其他应付款

总额的比例(%) 

账龄 

昆山高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17,651.41 80.46 1 年以内 

昆山新宇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4,883.40 9.20 1 年以内 

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582.01 7.61 1 年以内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3,173.93 1.17 1 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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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占其他应付款

总额的比例(%) 

账龄 

昆山正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903.00 1.07 1 至 2 年 

合计 269,193.75 99.51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为正常经营所产生，

不存在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潜在偿债风险。 

十三、公司重大投资、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重要事项 

（一）重大投资 

根据《审计报告》、《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

在以下对外投资。 

1、对子公司正国新能源出资 

2014 年 3 月 14 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设立中外

合资企业“昆山正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的批复（昆开部委资审

[2014]24号），同意正国新能源设立，投资总额 1250万美元，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255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51%。 

2015 年，公司实缴出资 1000 万元。 

（二）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根据《审计报告》、《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年 3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十四、公司章程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

运作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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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昆山金鑫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系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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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起草，其内容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以

及规范性文件重大不一致之处。 

（二）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目前运

作正常。 

（三）公司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议事规则 

1、公司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主要对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提案

与通知、股东大会的召开、股东大会的表决与决议、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

其他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2、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对会议的召集和通知、会议提案、会议召

开、会议表决、会议记录与决议等内容作了规定，以确保董事会能高效运

作和科学决策。 

3、公司的《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会议的召集和通知、会议议案、会

议召开、会议表决、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等内容，保障了监事会能够独立

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三会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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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主要情况如下： 

1、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1)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依法召开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创立大会通过了公司

的《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 2017 年 5 月 20 日，公司全体股东依法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实施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 

（3）2017 年 6 月 20 日，公司全体股东依法召开了 201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4）2017 年 7 月 10 日，公司全体股东依法召开了 2017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2、董事会召开情况 

（1）2017年 4月 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选举产生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聘任事宜的议案》、《总

经理工作细则》、《关于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聘任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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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关联交易实施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关于公司拟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

式的议案》。 

（2）2017年 5月 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

过了《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评估报告》、《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

制度》。 

（3）2017年 6月 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3、监事会召开情况 

2017年 4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选举产生昆山金鑫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公司监事会主席，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

开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的

内容及签署真实、有效。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一）董事 

1、张晓红，公司董事长，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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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实际控制人”。 

2、刘文旭，男，1964 年 3 月出生，中国籍，有境外永久居留权（台

湾），高中学历。1986 年 1 月至 2003 年 1 月，任盈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2003 年 2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昆山盈伸精密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安思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股份公

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3、黄进德，男，196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台湾居民，有境外永久居留

权，博士研究生学历。1993 年 7 月至 1995 年 2 月，任职台湾淡江大学企业

管理系；1995 年 3 月至 1996 年 3 月，任职智宝（世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996 年 4 月至 2000 年 8 月，同时兼任台湾申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云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 9月至 2008年 8月任台湾伟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1 月任台湾电能运用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深圳市郁盈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2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任祥力动力电池科技海安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任江苏九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7 月，任山东裴森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产品工程

师；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股份公司成立后，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4、钟华松，男，1973年 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

研究生学历。1996年 7月至 2009年 10月，任唐纳森过滤器有限公司工程部

主管、精益六西格玛经理；2009年 10月至 2013年 4月，任常州光洋轴承有

限公司高级经理；2013年 4月至 2014年 11月，任江苏创云科技有限公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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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总监；2014 年 11 月至今，任上海立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5、刘红丽，女，1980 年 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03 年 3 月至 2006 年 1 月，任广东东莞宜电电子有限公司总务；

2007年 2月 2014年 4月，任昆山正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务部驾驶员；

2014 年 5 月至今，任昆山正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务部主管。任股份公

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二）监事 

1、舒邦林，男，1973 年 3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1996年 3月至 1999年 9月，任东莞光顺电子厂工程经理；1999年 10

月至 2002 年 7 月，任东莞首林电子厂工程经理；2002 年 8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东莞宜电电子厂工程经理；2005年 10月至 2008年 11月，任东莞 TDK

华南电子厂工程经理；2009年 3月至 2013年 12月，任东莞大忠电子有限公

司工程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有限公司工程经理；股份公司

成立后任公司工程经理、监事，任期三年。 

2、蒋宇婷，女，1990 年 9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勤；2013 年 1

月至 2014年 9月，任格瑞宝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人事；2014年 10月至 2017

年 4 月，任有限公司总务人事部职员；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监事，任

期三年。 

3、范叶平，男，1980 年 7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

学历。2000年 8月至 2003年 11月，任深圳比亚迪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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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2003年 11月至 2006年 7月，任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动力电

池研究部工程师；2006年 8月至 2008年 6月，任常州高博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部生产主管；2008年 6月至 2012年 10月，任无锡明杨电池有限公司

锂电池事业部工程师；2012年 11月至 2017年 4月，任昆山金鑫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生产经理、监事，任期三

年。 

（三）高级管理人员 

1、张晓红，公司总经理，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2、黄进德，公司副总经理，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 “十四、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3、周伟香，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十四、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股  东 职  务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张晓红 董事长兼总经理 1301.64 86.78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日期 

执行董事/

董事 

张晓红 

张晓红、刘文旭、黄进德、

钟华松、刘红丽 

2017年 4月 25日 

高级管理 总经理：张晓红；财务 总经理：张晓红；副总经 2017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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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总监：周伟香 理：黄进德；财务总监：周

伟香；董事会秘书: 周伟香 

监事 彭良英 舒邦林、蒋宇婷、范叶平 2017年 4月 25日 

（六）管理层的诚信情况与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管理层出具的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公司管理层不存在

下列违反诚信的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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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担任破产清算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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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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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7、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 

8、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等有权

机关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9、最近三年内因违反自律规则等受到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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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以及对其合法合规

性的调查（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八、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本所

律师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能任职的情形，具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经核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函、征信报告以及派出

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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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公司核心技术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公司核心技术 

公司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均为公司所自主研发，并为公司所有，至今未

发生知识产权纠纷。 

（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张晓红，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黄进德，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变化”。 

舒邦林，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变化”。 

十七、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一）目前公司适用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纳税申报表、税收缴款凭证，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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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最近两年一期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为：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以销售收入 17%计算销项税额，按销项税额扣除

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所得税额 15% 

（二）公司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 

1、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享受的税收优惠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15%。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软件收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享受的财政补贴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财政补贴 - 8,000.00 - 

两化融合项目奖励费 - 87,321.00 - 

软件退税 503,905.12 635,779.38 118,261.95 

合计 503,905.12 731,100.38 118,261.95 

（三）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昆山市国家税务局、苏州市昆山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证明，报告

期内，公司不存在欠税、漏税而被税务行政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缴纳的税种和税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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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依法纳税。 

十八、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 

（一）环境保护 

1、关于公司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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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行业暂定为 :冶金、化工、石化、煤

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事的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环保合规性及合规情况 

1）排污许可证的办理 

根据《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环水体 [2016]186 号，环境保护部

2016年 12月 23日发布），“第四条 下列排污单位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

（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排放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二）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三）直接或间接

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四）城镇或工业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五）依法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其他排污

单位。” 

公司的业务不涉及上述情形，故无须取得《排污许可证》。 

2）环评的办理 

有限公司第一阶段建设项目：年生产锂电池组 50000 组项目已取得昆

山市环境保护局同意验收的意见（昆环验[2017]0175 号）。 

有限公司的第二阶段扩建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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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83、电子配件组装”之“其他”，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填报环

境影响登记表。 

3）日常合规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未有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公司生产、经营及服务符合法律、法

规及规章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安全生产 

1、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办理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

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

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属于上述所列范围内。 

2、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 

公司取得以下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名称 证号 颁发部门 有效期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

书 

苏 AQB320583XW2017000168 

昆山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至 2020 年 3

月 

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制度，为员工配有必要的劳动防护产品并不定期

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确保生产安全。公司自设立以来在生产活动中，严

格遵守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根据公司的确认，报告期内，公司未有违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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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的业务活动以及产品认证情况如下： 

1）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号/报告

号 

认证标准 认证范围 有效期 

CNQMS02442

3 

ISO9001:2008 质量

管理体系 

锂电池模组的设计和生产 

2016.10.11-2018.09.1

4 

CNTS024422 

ISO/TS16949:2009 

质量管理体系 

锂电池模组的设计和生产 

2016.10.12-2018.09.1

4 

117 16 SO 

0047-09 ROS 

GB/T28001-2011/OH

SA18001:2007 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锂电池模组的设计和生产

的相关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活动 

2016.09.09-2019.09.

08 

117 16 EO 

0054-09 ROS 

ISO14001:2004 环

境管理体系 

锂电池模组的设计和生产

的相关环境管理活动 

2016.09.09-2019.09.

08 

2）产品安全认证 

序

号 

产品系列 认证标准类别 认证标准说明 认证日期 检测机构 

1 

大功能低

耗能储能

锂电池柜 

GB/Z 18333.1-2001 电

动道路车辆用锂离子

蓄电池 

电动道路车辆用

锂离子蓄电池 

2015.07.23 科睿检测 

2 

金鑫大功

率储能电

池控制系

GB/T 

25000.51-2010<<软

件工程软件产品质量

软件工程软件产

品质量要求与评

价(SQUARE)商业

2010.03.31 

江苏省软件

产品检测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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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软件 要求与评价

(SQUARE)商业现货

(COTS)软件产品的质

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现货(COTS)软件

产品的质量要求

和测试细则 

3 

金鑫智能

电池自动

测试仪管

理软件 

GB/T 

25000.51-2010<<软

件工程软件产品质量

要求与评价

(SQUARE)商业现货

(COTS)软件产品的质

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软件工程软件产

品质量要求与评

价(SQUARE)商业

现货(COTS)软件

产品的质量要求

和测试细则 

2010.02.23 

江苏省软件

产品检测中

心 

4 

金鑫太阳

能路灯控

制器管理

软件 

GB/T 

25000.51-2010<<软

件工程软件产品质量

要求与评价

(SQUARE)商业现货

(COTS)软件产品的质

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软件工程软件产

品质量要求与评

价(SQUARE)商业

现货(COTS)软件

产品的质量要求

和测试细则 

2010.02.23 

江苏省软件

产品检测中

心 

2）公司产品质量的合规性 

根据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因产品质量问

题受到主管部门行政调查或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合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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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十九、公司的劳动人事 

根据公司提供的截至 2016年 3月的员工名册，公司在册员工 32名。本

所律师抽取 30%人数的劳动合同进行核查，公司与抽查的员工均签订了劳

动合同。公司未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

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

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

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

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公司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法律风险。 

根据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合规证明，公司未受到社会

保险方面的行政处罚。 

就公司存在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不规范情形，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如公司因报告期内未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

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而遭受

任何经济处罚、经济损失，愿承担该等处罚、损失及相应的责任。 

二十、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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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公司书面说明、人民法院网检索，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根据工商资

料、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无处罚证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行政处罚事项。 

（二）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征信报告、人民法院网检索、无犯罪记录

证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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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推荐机构 

公司已经聘请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挂牌的推荐机构。经本

所律师核查，上述推荐机构已经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备案并取得主办券商业务资格。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聘请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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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

符合《监管办法》、《业务规则》规定的有关条件，且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

程序，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后方可实施。本法律意见书经承办律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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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盖章后生效。（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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