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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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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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32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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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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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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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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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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根据与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接受登封

市豫科玻璃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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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

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已整体变更为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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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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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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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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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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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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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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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来，2017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取得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85556904961L。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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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景志杰；住所为：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东岭；经营范

围：玻璃工艺技术设备、防眩光 AG 玻璃及液晶屏幕玻璃蒙砂粉的研发、加工

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营业期限为：自 2010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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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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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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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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收入 2,584,719.82 13,440,723.78  8,095,944.01  

其他业务收入    

合计 2,584,719.82 13,440,723.78  8,095,9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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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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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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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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 日，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324024 号《审计报告》，

确认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有限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10,990,798.33 元。 

2017 年 5 月 16 日，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7）

第 1401 号《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13,092,262.14 元。 

2017 年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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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变更为公司，以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7）第 324024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基准日净资产人民币 10,990,798.33 元

折合为股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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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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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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

做出了明确约定。 

2017 年 5 月 31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兴财

光华（湘）审验字（2017）第 02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止，公司已将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净资产人民币 10,990,798.33 元折合

为股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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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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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豫科玻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制定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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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兴财光华（湘）审验字（2017）第 02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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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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实收 1000 万元。 

2017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取得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8555690496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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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蒙砂粉和 AG 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的开展

未依赖其股东和其他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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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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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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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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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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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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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起人为尚苏平、景志杰、郑州豫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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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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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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尚苏平  4,000,000.00  40.00 

2 景志杰  3,000,000.00  30.00 

3 
郑州豫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3,000,000.00  3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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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郑州豫欣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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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景志杰 113.78  37.93% 普通合伙人 

2 尚苏平 20.00  6.67% 有限合伙人 

3 李先坤 20.00  6.67% 有限合伙人 

4 杨伟娟 20.00  6.67% 有限合伙人 

5 闫新松 13.33  4.44% 有限合伙人 

6 李伟伟 11.33  3.78% 有限合伙人 

7 王瑞娜 11.00  3.67% 有限合伙人 

8 蔡书伟 10.00  3.33% 有限合伙人 

9 刘占军 10.00  3.33% 有限合伙人 

10 张凯 10.00  3.33% 有限合伙人 

11 刘秀转 10.00  3.33% 有限合伙人 

12 冯书军 10.00  3.33% 有限合伙人 

13 尚昱锟 6.67  2.22% 有限合伙人 

14 韩辉荣 5.00  1.67% 有限合伙人 

15 尚峰州 5.00  1.67% 有限合伙人 

16 郝朝辉 4.00  1.33% 有限合伙人 

17 屈朝华 3.33  1.11% 有限合伙人 

18 李瑞丽 2.33  0.78% 有限合伙人 

19 李银平 2.00  0.67% 有限合伙人 

20 景向前 1.67  0.56% 有限合伙人 

21 李亚敏 1.67  0.56% 有限合伙人 

22 赵遂智 1.00  0.33% 有限合伙人 

23 黄涛 1.00  0.33% 有限合伙人 

24 张会丹 1.00  0.33% 有限合伙人 

25 李改丽 1.00  0.33% 有限合伙人 

26 景晓玲 0.70  0.23% 有限合伙人 

27 赵江豪 0.67  0.22% 有限合伙人 

28 李娟 0.67  0.22% 有限合伙人 

29 刘占现 0.67  0.22% 有限合伙人 

30 王艳惠 0.50  0.17% 有限合伙人 

31 孙桂香 0.50  0.17% 有限合伙人 

32 李首江 0.35  0.12%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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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刘娟明 0.33  0.11% 有限合伙人 

34 张晓炬 0.30  0.10% 有限合伙人 

35 张爱芳 0.20  0.07%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00.00 100.00%  

郑州豫欣系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其普通合伙人景志

杰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存在由专业

的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因此，上述机构均不属于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景志杰、尚苏平夫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00 万股，景志杰作为郑州豫欣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其所持公司股份 300 万股

的表决权，因此，景志杰、尚苏平夫妇合计享有 100%表决权。 

因此，景志杰、尚苏平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景志杰，男，1966 年 10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86 年 10 月至 1995 年 5 月，个人经商；1995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职登封

市豫科研究所；2010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

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期三年。 

尚苏平，女，1969 年 3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5 年至 2010 年 6 月，任职登封市豫科研究所技术总监；2010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技术总工；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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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报告期内，景志杰、尚苏平拥有的公司表决权比例始终超过50%。 

本所律师认为，景志杰、尚苏平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且报告期内未

发生变更。 

（四）公司股东相互间的关联关系 

景志杰与尚苏平系夫妻关系，景志杰系郑州豫欣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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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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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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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限公司成立及首期出资 

2010 年 6 月 3 日，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景志杰、

出资 60 万元，尚苏平出资 40 万元。 

2010 年 6 月 3 日，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豫鑫会验字[2010]

第 A6-24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0 年 06 月 03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

了审验，验证公司已收到上述股东的 100 万元出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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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志杰 60.00 货币 60.00 

2 尚苏平 40.00 货币 40.00 

合计   100.00 

2、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4 年 4 月 8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至人民币 500 万元，新增部分由原股东等比例认缴。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4 年 4 月 10 日，登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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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志杰 300.00 货币 60.00 

2 尚苏平 200.00 货币 40.00 

合计  500.00  100.00 

3、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6 年 5 月 6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至人民币 1000 万元，新增部分由原股东等比例认缴。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6 年 5 月 11 日，登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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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志杰 600.00 货币 60.00 

2 尚苏平 400.00 货币 40.00 

合计  1000.00  100.00 

4、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2 月 1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景志杰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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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公司的出资 300 万元转让给郑州豫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尚

苏平放弃优先购买权。 

同日，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同日，登封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了上述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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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苏平 400.00 货币 40.00 

2 景志杰 300.00 货币 30.00 

3 
郑州豫欣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300.00 货币 30.00 

合计  1000.00  100.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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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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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其他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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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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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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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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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工艺技术设备、

防眩光 AG 玻璃及液晶屏幕玻璃蒙砂粉的研发、加工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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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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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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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机关 编号 登记日期 有效期 

1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表 

郑州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登

记机关 

01966650 2014/6/25 长期有效 

2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报关注册登记 
郑州海关 4101963230 2010/11/18 长期有效 

3 自理报检备案登记证 
河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4100603433 2010/11/8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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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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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蒙砂粉和 AG 玻璃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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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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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关联方姓名 与公司关系 

景志杰 持有公司 30.00%的股份，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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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苏平 持有公司 40.00 的股份，实际控制人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景志杰 董事长、总经理 

尚苏平 董事、副总经理 

李伟伟 董事、副总经理 

王瑞娜 董事、财务总监 

景旭阳 董事 

景志禄 监事会主席 

李瑞丽 监事 

尚峰州 监事 

吴书伟 董事会秘书 

3、主要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1 郑州豫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 30%股份 

4、历史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郑州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尚苏平投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于 2016 年 12 月 05 日注销 

主要关联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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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二）主要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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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拆借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年1-3月拆入款 2017年1-3月拆出款 

景志杰 3,219,960.00 2,723,400.00 

合计 3,219,960.00 2,723,400.00 

 

关联方名称 2016年度拆入款 2016年度拆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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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志杰 2,270,810.00 5,666,800.00 

尚苏平  2,953,500.00 

合计 2,270,810.00 8,620,300.00 

 

关联方名称 2015年度拆入款 2015年度拆出款 

景志杰 1,985,000.00 3,927,542.50 

合计 1,985,000.00 3,927,542.50 

上述关联拆借交易均未约定利息。 

2、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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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志杰 251,414.02 747,974.02  

尚苏平 2,953,500.00 2,953,500.00  

合计 3,204,914.02 3,701,474.02  

3、关联方其他应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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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志杰   2,648,015.98 

合计   2,648,0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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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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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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景志杰、尚苏平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外，未控股

或投资于其他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公司，也未通过任何方式实际从事与

本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经营，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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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作为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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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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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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经采

取了必要的措施避免产生同业竞争。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使用权 

无 

（二）房产、设备、运输工具、在建工程：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拥有的房产、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及电子设备等账面价值如下：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办公电子设备 合  计 

期末账面价值 3,634,663.22 2,184,818.37 124,116.57 5,943,598.16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拥有的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如下： 

项  目 
2017.03.31 2016.12.31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钢结构厂房 2,973,622.92  2,973,622.92 2,972,972.92  2,972,9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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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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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可以吸夹玻

璃的玻璃磨边机

的执行机构 

ZL201420747561.3 实用新型 2014/12/3 2015/5/6 
原始

取得 

2 
一种蒙砂玻璃液

搅拌装置 
ZL201520880692.3 实用新型 2015/11/8 2016/8/3 

原始

取得 

3 一种玻璃磨边机 ZL201420747578.9 实用新型 2014/12/3 2015/5/6 
原始

取得 

4 
一种带有磨砂玻

璃灯罩的床头灯 
ZL201420747592.9 实用新型 2014/12/3 2015/5/6 

原始

取得 

5 
一种蒙砂玻璃清

洁用具 
ZL201520871249.X 实用新型 2015/11/4 2016/5/4 

原始

取得 

6 
一种新型玻璃吸

盘 
ZL201320680074.5 实用新型 2013/10/31 2014/4/16 

原始

取得 

7 
一种显屏玻璃擦

拭清洁装置 
ZL201420782986.8 实用新型 2014/12/13 2015/5/6 

原始

取得 

8 
一种玻璃蒙砂粉

用容器 
ZL201620654970.8 实用新型 2016/6/28 2017/1/25 

原始

取得 

9 
一种蒙砂粉玻璃

产品清洗装置 
ZL201320680253.9 实用新型 2013/10/31 2014/4/16 

原始

取得 

10 
一种新型蒙砂玻

璃茶几 
ZL201520871813.8 实用新型 2015/11/4 2016/8/3 

原始

取得 

11 
一种电动手持玻

璃胶枪 
ZL201320680294.8 实用新型 2013/10/31 2014/4/16 

原始

取得 

12 
一种触屏显示器

装置 
ZL201520880513.6 实用新型 2015/11/8 2016/5/4 

原始

取得 

13 
一种新型蒙砂玻

璃高脚酒杯 
ZL201520875757.5 实用新型 2015/11/5 2016/8/3 

原始

取得 

14 
一种用于塞瓶盖

塞的设备 
ZL201420782712.9 实用新型 2014/12/13 2015/5/6 

原始

取得 

15 

一种能够稳定装

夹的显屏玻璃固

定装置 

ZL201420751092.2 实用新型 2014/12/5 2015/5/6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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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种玻璃蒙砂粉

用筛网 
ZL201620655217.0 实用新型 2016/6/29 2017/1/25 

原始

取得 

17 
一种新型蒙砂玻

璃多功能箱 
ZL201620655282.3 实用新型 2016/6/29 2017/5/3 

原始

取得 

18 
一种多功能蒙砂

玻璃黑板 
ZL201520866858.6 实用新型 2015/11/3 2016/5/4 

原始

取得 

19 
一种蒙砂粉玻璃

门 
ZL201320680145.1 实用新型 2013/10/31 2014/4/16 

原始

取得 

20 

一种能够稳定装

夹的显屏玻璃固

定装置 

ZL201420751090.3 实用新型 2014/12/5 2015/5/6 
原始

取得 

21 
一种新型蒙砂玻

璃壁灯灯罩 
ZL201520871111.X 实用新型 2015/11/4 2016/5/4 

原始

取得 

22 
一种手动玻璃切

割装置 
ZL201420705175.8 实用新型 2014/11/22 2015/3/18 

原始

取得 

23 
一种显屏玻璃检

测装置 
ZL201420782990.4 实用新型 2014/12/13 2015/4/1 

原始

取得 

24 
一种用于蒙砂粉

的新型搅拌装置 
ZL201620654946.4 实用新型 2016/6/28 2017/1/25 

原始

取得 

25 
一种波浪形光电

散光玻璃 
ZL201320680101.9 实用新型 2013/10/31 2014/4/16 

原始

取得 

26 
一种新型蒙砂玻

璃门 
ZL201620655224.0 实用新型 2016/6/29 2017/1/25 

原始

取得 

27 
一种显屏玻璃传

动装置 
ZL201420782991.9 实用新型 2014/12/13 2015/5/6 

原始

取得 

28 
一种用于玻璃打

孔的自动装置 
ZL201520880534.8 实用新型 2015/11/8 2016/5/4 

原始

取得 

公司正在申请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

专利

类型 

专利申请

日 
法律状态 

1 
一种玻璃吸夹磨边一体的玻

璃磨边机的执行机构 
201410722330.1 

发明

专利 
2014/12/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 一种减反射液晶显示器结构 201410761938.5 
发明

专利 
2014/12/1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3 一种显屏玻璃电动清洁装置 201410762303.7 
发明

专利 
2014/12/1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4 
一种高稳定性的显屏固定装

置 
201410726392.X 

发明

专利 
2014/12/5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5 一种自动无粉尘玻璃磨边机 201410722336.9 
发明

专利 
2014/12/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6 
一种高精度固定屏幕玻璃的

简易结构 
201410722312.3 

发明

专利 
2014/12/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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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种可拆卸隔温蒙砂玻璃酒

杯 
201510743950.8 

发明

专利 
2015/11/5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8 
基于电子控制技术的蒙砂玻

璃黑板 
201510735687.8 

发明

专利 
2015/11/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9 
一种具有防眩光功能的点光

源转换面光的扩散板 
201611212905.0 

发明

专利 
2016/12/25 

实质审查

的生效 

10 一种多功能蒙砂玻璃门 201510744061.3 
发明

专利 
2015/11/5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1 一种多功能蒙砂玻璃清洗器 201510739617.X 
发明

专利 
2015/11/4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2 
一种多功能安全的蒙砂玻璃

茶几 
201510740174.6 

发明

专利 
2015/11/4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3 一种多功能蒙砂玻璃杯 201510744076.X 
发明

专利 
2015/11/5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4 一种显屏玻璃电子检测装置 201410762305.6 
发明

专利 
2014/12/1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5 
一种高效简洁手动玻璃切割

装置 
201410672431.2 

发明

专利 
2014/11/22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6 
一种可控光线的蒙砂玻璃灯

罩 
201510739513.9 

发明

专利 
2015/11/4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7 一种显屏玻璃电动传动装置 201410762316.4 
发明

专利 
2014/12/13 公开 

18 
一种快速调酒用蒙砂玻璃酒

瓶 
201510744131.5 

发明

专利 
2015/11/5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19 一种节能多彩的床头灯 201410722317.6 
发明

专利 
2014/12/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0 
一种降表面反射液晶显示器

结构 
201410761859.4 

发明

专利 
2014/12/1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1 一种手动塞瓶盖塞的设备 201410761854.1 
发明

专利 
2014/12/1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2 一种玻璃电子自动加料装置 201410722318.0 
发明

专利 
2014/12/3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3 
一种具有纳米吸收层的防污

护洁屏幕保护膜 
201611212733.7 

发明

专利 
2016/12/25 

实质审查

的生效 

24 
一种具抗紫外蓝光 UV 呈像屏

幕 
201611212804.3 

发明

专利 
2016/12/25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5 
一种具有抗紫外蓝光 UV 涂层

的屏幕保护膜 
201611212976.0 

发明

专利 
2016/12/25 

实质审查

的生效 

26 
一种具有防眩光功能的计算

机屏幕 
201611213106.5 

发明

专利 
2016/12/25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7 
一种具有 UV400 防刮层易清

洁玻璃幕墙 
201611179706.4 

发明

专利 
2016/12/20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8 一种具有防雾防眩光功能的 201611179022.4 发明 2016/12/19 实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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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膜 专利 的生效 

29 
一种具有净化空气的蒙砂玻

璃门 
201611179442.2 

发明

专利 
2016/12/19 

发明专利

申请公布 

2、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商标权具体情况

如下： 

商标名

称 
图案 注册号 注册类别 

取得

方式 
有效期限 

豫科 
 

7959768 第 7 类 
受让

取得 
2011/02/21-2021/02/20 

豫科 

 

7959714 第 1 类 
受让

取得 
2011/03/07-2021/03/06 

豫科 

 

7959800 第 19 类 
受让

取得 
2011/01/07-2021/01/06 

豫科 

 

7959747 第 3 类 
受让

取得 
2011/01/07-2021/01/06 

豫科 

 

5892392 第 42 类 
受让

取得 
2010/03/28-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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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取得的无形资产已办理权属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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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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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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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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授信、借款及担保合同 

1）借款合同 

贷款单位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借款年利

率 
担保方式 

河南登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2015.01.30-2016.01.25 11.54% 

登封市康瑞达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担保 

河南登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2016.01.28-2017.01.16 11.54% 

登封市康瑞达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担保 

河南登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 2017.01.19-2018.01.19 11.54% 

登封市康瑞达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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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烟台长裕玻璃彩印有限公司 

蒙砂粉 2,112,000.00 2015/1/15 履行完毕 

2 蒙砂粉 2,691,000.00 2016/1/18 履行完毕 

3 蒙砂粉 468,000.00 2016/11/19 履行中 

4 滕州华阳玻璃有限公司 蒙砂粉 786,700.00 2016/1/1 履行完毕 

5 
GUARDIAN INDUSTRIES 

VP S DE RL DE CV 
蒙砂粉 $106,200.00  2016/4/27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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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玉骄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蒙砂粉 921,600.00 2016/1/1 履行完毕 

7 
DMG CAPITAL HOLDINGS 

Ltd. 

蒙砂粉 $73,220  2015/9/9 履行完毕 

8 蒙砂粉 $71,800  2016/12/22 履行中 

3、采购合同（15 万以上） 

序

号 
供货单位 合同标的 

合同总价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元） 

1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氟化氢铵 6,333,000.00 2016/1/20 履行完毕 

2 氟化氢铵 672,000.00 2017/2/1 履行完毕 

3 氟化氢铵 492,000.00 2017/3/1 履行完毕 

4 氟化氢铵 204,000.00 2017/1/1 履行完毕 

5 焦作上源化工有限公司 氟化氢铵 1,804,000.00 2017/1/1 履行中 

6 河北景泰化工有限公司 氟化铵 226,047.60 2016/1/20 履行完毕 

7 郑州金峰达化工有限公司 氨基磺酸 180,000.00 2015/3/18 履行完毕 

4、土地租赁合同 

序

号 
座落 面积(平方米)  租金 租赁期限 

1 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 2799.97 1,680.00 元/年 2010.6.4-2035.04.25 

2 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 10106.57 

租金 11,035.00 元/年，协

调费 3000 元/年，每五年

租金上涨 20%-25% 

2013.03.04-2033.03.04 

3 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 10587.20 
租金 15,103.00 元/年,协

调费 2000 元/年 
2015.06.01-2045.06.01 

上述房产系公司在租赁的集体用地上自建，未能取得房产证。 

根据登封市告成镇人民政府的证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前身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租赁、使用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东岭

的土地具体如下： 

序号 土地地址 土地性质 用途 面积（亩） 

1 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

民组 

集体土地 荒地 35.24 

公司经营场所系租赁/承包五度村集体的土地并自建厂房，公司不存在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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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的行为。上述土地的承包、租赁合同已经政府批准/备案。 

根据告成镇人民政府的证明，前述土地虽未经政府正式批准变更为建设用

地，但符合我镇总体利用规划，不存在因违章建筑而拆除的情形。公司在前述

土地上建设厂房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未发现有被相关职能部门处罚的

记录。目前，市政府正在协调相关部门为其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根据登封市国土资源局、登封市城乡规划局、登封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因上述原因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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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景志杰 是 关联方拆出 251,414.02    1 年以内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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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尚苏平 是 关联方拆出 2,953,500.00 1 年以内 91.49 

雷苗苗 否 备用金  15,914.83  1 年以内 0.49 

五险及公积金 否 代扣代缴款 7,329.13  1 年以内 0.23 

合计   3,228,1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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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

关系 

款项性

质 
金额 

占其他应

付款总额

的比例% 

账龄 

尚建业 非关联方 运杂费 30,000.00  46.27 1 年以内 

刘西文 非关联方 运杂费 12,924.80  19.94 1 年以内 

郑州飞鹏塑料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制作费 11,400.00  17.58 1 年以内 

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村民委员会 非关联方 租赁费 6,954.50  10.73 1 年以内 

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运杂费 3,062.00   4.72 1 年以内 

合计   64,341.30    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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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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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

在重大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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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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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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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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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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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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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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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召开情况 

（1）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选举产生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聘任事宜的议案》、《总经理

工作细则》、《关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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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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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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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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召开情况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选举产生河南豫科玻璃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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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一）董事 

1、景志杰，公司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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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苏平，公司董事，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3、李伟伟，女，1985 年 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40 
 

2007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历任有限公司国内部销售经理、AG 事业部项目经

理，国际部销售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4、王瑞娜，女，1988 年 4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 年 2 月至 2017 年月，历任有限公司区域销售主管、总经理助理、财务经理、

财务总监；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5、景旭阳，男，1990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

历。2016 年 6 月毕业于英国阿斯顿商学院，任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二）监事 

1、景志禄，男，1963 年 3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

1981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河南省登封市大冶向阳煤业有限公司煤矿工人；

2007 年 2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登封分公司业务经理；

2012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生

产经理，同时任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2、李瑞丽，女，1983 年 9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份任郑州永上不锈钢有限公司财务；2010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生产副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生产副经理，同

时任监事，任期三年。 

3、尚峰州，男，1965 年 8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86 年 9 月至 2004 年 10 月，经营个体运输；2005 年 2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登

封市豫科研究所货运主管；2010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货运经理；

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货运经理，同时任监事，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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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级管理人员 

1、景志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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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苏平，公司副总经理，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3、李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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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瑞娜，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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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吴书伟，男，1978 年 9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1 年 6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少林塔沟教育集团教师；2005 年 1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登封市豫科研究所行政文员；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郑州嵩阳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同时任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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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任职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股数 
持股比例

（%） 
股数 

持股比例

（%） 

景志杰 董事长、总经理 3,000,000.00  30.00 1,137,800 11.38 

尚苏平 董事、副总经理 4,000,000.00  40.00 200,000 2.00 

李伟伟 
董事、副总经理 

- - 113,33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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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娜 
董事、财务总监 

- - 110,000 
1.10 

李瑞丽 监事 - - 23,333 0.23 

尚峰州 监事 - - 50,000 0.50 

张会丹 
监事会主席景志

禄女儿 

- - 10,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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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志杰 

景志杰、尚苏平、李伟伟、王

瑞娜、景旭阳 
2017 年 5 月 31 日 

高级管理

人员 

总经理：景志杰；财务总

监：； 

总经理：景志杰；副总经理：

尚苏平、李伟伟；财务总监：

王瑞娜；董事会秘书: 吴书伟 

2017 年 5 月 31 日 

监事 尚苏平 景志禄、李瑞丽、尚峰州 2017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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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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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近两年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受到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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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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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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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苏平，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韩辉荣，女，1986 年 9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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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职于登封市豫科研究所研发部；2010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主任；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研发主任。 

冉营超，男，1983 年 8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

2004 年 3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登封市豫科研究所售后部；2010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职于有限公司，历任售后技术员、AG 事业部工程师、国际售后部主任；

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国际售后部主任。 

吴晓静，女，1991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月，任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员；股份公司成立

后，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员。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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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3

月） 
税率（2016年） 税率（2015年） 

增值税 

按照应税收入17%计算销

项税额，并按扣除当期允

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

额计算增值税。 

17% 17% 17% 

城市维护建

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5% 5% 5%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3% 3% 

地方教育费

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2%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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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享受的税收优惠如下：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颁发

之日所在年度起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止； 

财[税 2015]34 号文件规定：小微利企业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 万元，其应纳税所得额减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再按 20%的税率计算所得税.。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享受的财政补贴如下： 

补助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度  2015 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   300,000.00  

郑州市商务局机关 2014 年下半年

提升国际化能力项目资金 

 53,000.00  

镇政府补助   30,000.00  

郑州市商务局机关 2015 年下半年

提升国际化能力项目资金 

 33,800.00  

企业政策性补贴   38,400.00  

国家创新基金 244,104.94 181,322.50  

2015 年度创新型试点企业奖金  600,000.00  

专利补助  4,000.00  6,400.00  

第一批专利资助  18,500.00 12,320.00  

电子商务发展专项 1,980.00 87,021.29 56,882.84 

科技小巨人 250,000.00   

合计 496,084.94 977,643.79 444,002.84 

（三）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登封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

欠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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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缴纳的税种和税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依法纳税。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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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取得登封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编号为豫环许可登环许字 103 号，有效期自 2014 年 8 月 15 日至 2017 年 8

月 14 日，许可排放物为：COD、NH3-N。 

2）环评的办理 

（1）有限公司的年粉碎液晶屏幕玻璃蒙砂粉 1000 吨项目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取得登封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意见，同意公司建设。 

上述项目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经登封市环境保护局环保工程验收合格（登

环评验（2015）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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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限公司的年产 8 万平米触屏玻璃 AG 加工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

取得登封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意见（登环建表[2016]34 号），

同意公司建设。 

3）日常合规情况 

根据登封市环境保护局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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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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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产品采取的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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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号 认证标准 认证范围 有效期 

1 06414Q2034R0S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玻璃蒙砂工艺的研发，

玻璃蒙砂粉的加工 
2014/12/25-2017/12/24 

2 06414E2035R0S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 

玻璃蒙砂工艺的研发，

玻璃蒙砂粉的加工所涉

及的环境相关管理活动 

2014/12/25-2017/12/24 

3 CN/16/00044 
RoHS Directive 

2011/65/EU 
AG 玻璃 2016/9/12-2021/9/12 

2）公司产品质量的合规性 

根据登封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受到工

商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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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合法合规。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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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名。本所

律师抽取 30%人数的劳动合同进行核查，公司与该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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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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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风险。 

根据公司的确认，公司最近 24 个月未曾因上述情形受到过行政处罚。根据

登封市社保保险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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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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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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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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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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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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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盖章后生效。（以

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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