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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云里物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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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信达三板字【2017】第 009-01 号 

                                   

致：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接受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申请

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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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信达已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 

根据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

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及公司的有关事实，信达经办律师在对公

司与本次申请挂牌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对信达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

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特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云里物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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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之外，《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信达在《法律意

见书》中声明的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和术语与《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和术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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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及经办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信

达为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信达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信达仅就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审计结论、资产评估

结果等发表评论。信达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等报告中

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表明信达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保证，信达并不具备核查该等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对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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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依赖政府有

关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专业意见作出判断。   

信达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信达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提交股转系统或中国证监会审

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一、 公司特殊问题  

1、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

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

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

况，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

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

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

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公司的

经营范围是“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

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物联网软硬件技术开发与销售（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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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许可经营项目：电子产品、遥控器的生产、技术

开发和销售；物联网硬件的生产”。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公司书面确认，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超低功耗无线技术的物联网

智能硬件产品及物联网云平台行业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公司

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公司已就其进出口业务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现持有已换发为股份公司名称

的由深圳龙华新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机关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4195496N）；深圳海关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向公司换发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

4453066915）；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向公司换发的《出入境检验检

疫报检企业备案表》（备案号码：4700629359）。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资质证照外，公司取得

的证照情况如下： 

序

号  
证照类型  证照号  核发日期  有效期  许可范围  颁发机关  

1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6641954
96N 

2017 年 6
月 2 日 

- 

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

电器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

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

业务；物联网软硬件技术开

发与销售（以上均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电子产品、遥控器的生产、

技术开发和销售；物联网硬

件的生产 

深圳市市监

局 

2  《开户许可证》 
编号：

5840-02325806 
2017 年 6
月 21 日 

- 准予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中国人民银

行深圳市中

心支行 

3  
《机构信用代码

证》 

代码：

G10440306031086
80B 

2017 年 7
月 4 日 

- 建立银行征信 
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 

4  
《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证书编号：

GR201644201490 
2016 年 11
月 21 日 

三年 
认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

技术企业 

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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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照类型  证照号  核发日期  有效期  许可范围  颁发机关  

委员会、深圳

市国家税务

局、深圳市地

方税务局 

5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编号：

143371 
2017 年 2
月 15 日 

2018 年 1
月 17 日 

发射模块、接收模块（许可

证外）的生产、技术开发和

销售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GB/T19001-2008 idt 
IS09001:2008 标准 

上海赛瑞质

量认证有限

公司 

针对上述公司取得的资质证照，信达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

许可、认证，公司业务资质齐备、相关业务合法合规。 

（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公

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物联网软硬件技术开发与销售；电子产品、遥控器的生产、

技术开发和销售；物联网硬件的生产，经信达律师查阅《审计报告》和公司的书面确认，

其未超出经营范围从事业务。另根据核查公司取得的资质证照，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使

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

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

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

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

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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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根据相关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子公司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检索“信用中国”、“中国裁

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人居环

境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质量新闻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网站，报告期间及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未有失信惩戒记录，公司符合监管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

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

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符合有关挂牌条件要求的“合法合规经营”的规定。 

 

3、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反馈回复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

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

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

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公司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

股东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如法律意见书所披露，公司在有限公司期间，未制定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制度和内部

决策程序，但在创新微阶段发生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各项交易已经得到股东确认。公司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作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股份

有限公司设立时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与程序，且相关制度

中明确规定了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源等的审查及赔偿制度，该等制度、程序

的建立与实施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符合有关挂牌条件要求的“治理机制健

全”的规定。 

 

4、梦域科技、庄严、张敏、龙招喜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相关对赌条款。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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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券商和律师补充说明（1）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目前公司业绩是否触发相关条款；

（2）如触发相关条款是否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是否负有相应义务。  

根据梦域科技、庄严、张敏、龙招喜和创新微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十三条 13.1 项约

定，《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署后生效，但签署各方同意，《补充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受理公司提交的关于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的申请（下称

“新三板挂牌申请”）之日起终止，对各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已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受理公司提交的新三板挂牌申请，至此《补充协议》终止，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5、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分别就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2）公司对外协厂商是否存有依赖。  

（1）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外协厂商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外协厂商的名称 

序号  外协厂商名称  外协厂商加工工序  

1 东莞市西霸电子有限公司 SMT 贴片 

2 深圳市凯威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注塑 

3 东莞市海鑫电子有限公司 注塑 

4 深圳市力通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MT 贴片 

5 深圳市金协旺科技有限公司 丝印+喷油 

2. 根据信达律师网络查询，外协厂商的基本情况 

（1）东莞市西霸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799306050U 

住所  东莞市塘厦镇石潭埔建业路 89 号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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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徐成勇 

注册资本  20 万元 

股权结构  张清峰（50.00%）、徐成勇（50.00%） 

成立日期  2007 年 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研发、产销：电子产品、照明产品、塑料制品（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

许可的除外） 

主要人员  徐成勇（执行董事、经理）；张清峰（监事） 

（2）深圳市凯威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55679429J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社区辅城坳工业区 A40 栋厂房一楼西座 

法定代表人  罗成琼 

注册资本  50 万元 

股权结构  罗成琼（60.00%）、胡茂芳（40.00%） 

成立日期  2003 年 1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塑胶壳、塑胶件、塑胶模具（不含再生资源回收经营） 

主要人员  罗成琼（执行董事、总经理）；胡茂芳（监事） 

（3）东莞市海鑫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690458536D 

住所  东莞市虎门镇树田社区树安工业区汇英南路 3 号厂房（一） 

法定代表人  张发 

注册资本  60 万元 

股权结构  宋江远（5.00%）、张发（5.00%）、雷华勇（5.00%）、李世勋（53.00%）、陈建平（32.00%） 

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8 日 

经营范围  加工、产销：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电器产品、五金塑胶制品、手机配件、模具制

造、硅胶制品、橡胶制品胶粘制品、泡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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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员  张发（执行董事、总经理）；陈建平（监事） 

（4）深圳市力通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9899389L 

住所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上横朗工业区百富利工业园 c 栋一楼至五楼 

法定代表人  何祝军 

注册资本  2677.1080 万元 

股权结构  

邹海龙 （2.9883%）、周元瑞 （2.7642%）、黄海 （2.3234%）、深圳市高新投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4941%）、深圳市力通金裕投资有限公司（8.2925%）、熊莉文

（8.2124%）、深圳正德财润投资有限公司 （8.0000%）、陈惟（0.7471%）、周元辉

（6.2231%）何祝军（51.2195%）、徐浩洁（4.0000%）、何祝平（3.7354%） 

成立日期  2005 年 9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手机电池保护板、节能照明产品、移动硬盘、数字电视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数

码电子产品、LED 产品的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及销售；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废品收购，不含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置审批项目） 

主要人员  何祝军（执行董事）；熊莉文（总经理）；陈文忠（监事） 

（5）深圳市金协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91870728D 

住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樟坑径上围村金倡达工业园 J 栋七楼 701 厂房 

法定代表人  金小军 

注册资本  50 万元 

股权结构  金小军（60.00%）、邹冬云（40.00%） 

成立日期  2012 年 3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塑胶制品的生产加工；包装材料、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

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主要人员  金小军（执行董事、总经理）；邹冬云（监事） 

根据信达律师对报告期内公司的上述外协厂商进行网络核查和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外协厂商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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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对外协厂商是否存有依赖  

根据《审计报告》和公司的确认，报告期内，外协产品成本的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2015 年  

委外加工费（元） 332,931.47 1,199,837.71 372,498.03 

主营业务成本（元） 7,973,815.53 30,586,918.46 11,589,321.17 

外加工费占主营业 
务成本的比重（%） 

4.18 3.92 3.21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外协内容主要系 PCB 板贴片、注塑。根据公司与外协厂商签订

的合作协议，公司负责主要材料、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外协厂商负责提供辅料、场地和

生产加工设备，并具体组织开展生产活动。鉴于外协内容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公司出

于成本投入的考虑，通过与有资质的外协厂商合作，避免公司将产业链延伸过长造成资源

效率低下等情况，节约时间和生产成本。公司外协加工的金额相对较小，占生产成本的比

重不到 5%，所以公司对现有外协厂商不存在严重依赖关系，外协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

节和所占地位重要性较小。 

 

8、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事项并

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

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

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

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

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

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立董事制度（如有）。  

经信达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现行有效的《深圳云里物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章程已载明

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东名册由董事会秘书保

管，有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

严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发生及发生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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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处理方法，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股东大会

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

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

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为向法院起诉，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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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相关条款

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信达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现行有效的《深圳云里物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内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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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根据公司确认及核查公司相关会议文件，公司均按照章程相关规定处

理事务，章程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13、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1）

被合并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2）合并程序、

税收缴纳的合法合规性。  

2016 年 11 月公司取得庄严持有的云里物里网络公司 63%股权（实缴出资额为 0）和梦

域科技持有的云里物里网络公司 7%股权（实缴出资额为 0），本次收购为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 

（1）被合并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  

根据各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和经信达律师的网络核查及《审计报告》和公司的确

认，自云里物里网络公司成立之日起至报告期末，其合法规范经营，不存在大额负债或潜

在纠纷。 

（2）合并程序、税收缴纳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信达律师核查其工商登记资料、会议文件、股权转让协议和《审计报告》，公司收

购云里物里网络公司已履行了法定及公司章程必要的批准、登记及备案等手续，合并程序

符合中国相关法律规定。云里物里网络公司的原股东庄严和梦域科技由于均未实缴出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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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物里网络公司于公司收购其时净资产为负，因此庄严、梦域科技将云里物里网络公司

股权转让给公司的转让定价为 1 元人民币，不涉及所得税缴纳。 

 

三、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

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信达律师已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进

行检查，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经信达盖章并经信达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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