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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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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

合同》，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的有关规定，已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出具《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银（深圳）律

师事务所关于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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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

所关于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反馈意见，就有关法律事宜

出具《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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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

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相同。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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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

责任。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反馈意见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落实有关姚建伟中国国籍的认定依据。 

回复：本所律师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建伟先生进行了访谈，核查了姚建伟先

生向牙买加驻华使馆申请退出牙买加国籍的材料、牙买加驻华使馆出具的受理文

件及姚建伟先生的中国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中国护照、牙买加护照、香港居民

身份证，电话咨询了牙买加驻华使馆、深圳市公安局户政业务咨询热线，走访了

深圳市公安局、新余市公安局、中共深圳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市侨

务办公室、市侨联）、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笋岗派出所、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

局景田派出所，提取了深圳市公安局、新余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城东派出所、姚建

伟先生所在小区物业公司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泰达国际、姚建伟先生

的书面声明、姚建伟先生的出境入境记录。 

（一）姚建伟先生未因主动申请退出中国国籍并获得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

即丧失中国国籍。 

根据姚建伟先生书面声明及深圳市公安局、新余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城东派出

所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姚建伟先生的中国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中国护照、

牙买加护照、出境入境记录，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姚建伟先生未

申请退出中国国籍并获得有关机关批准。 

2017 年 11 月 8 日，姚建伟先生出具书面声明：其确认一直具有中国国籍且

将保留中国国籍，确认未曾且将来不会在境外定居或申请退出中国国籍，确认未

曾且将来不会申请中止或终止退出牙买加国籍的程序，确认不会在中国国籍之外

申请加入或试图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若其声明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并非其

真实意思表示的，或者其违背前述承诺的，愿意赔偿公司因此承受的损失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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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姚建伟先生未因主动申

请退出中国国籍并获得有关机关批准而依法丧失中国国籍。 

（二）姚建伟先生未“定居外国”而未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1、定居国外且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方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

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公安部、外交部关于中国公民非法持用外国护照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

字[1990]64 号）规定：根据我国国籍法规定，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除退出中国

国籍或定居在外国(必须持有足资证明其真正在外国定居的有关证件、证明，并

在事实上定居外国)，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员外，我一律不承认中国公民所

持有的外国护照。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袁闵钢、包华敏骗取出境证件案刑事判决中认定，

被告人取得外国护照但实际上并未在该国定居，不符合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条件；

被告人在未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办理退出中国国籍的申请并获有关部门批准

以前，其仍具有中国国籍。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入《刑事审判

参考（2000 年第 4 辑）》作为为刑事参考案例，该案的法院裁判观点具备参考意

义。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马洪兴不服南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行政处

理案行政判决[(1999)通行终字第 30 号]中认定：我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该法又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

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

丧失中国国籍。上诉人马洪兴虽持有多米尼加国护照，但从未在该国定居，同时

马洪兴也不能提供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事实。据此，马洪兴仍是中国公

民。 

2017 年 11 月 22 日，经本所律师与主办券商现场咨询深圳市公安局、深圳

市公安局罗湖分局笋岗派出所及电话咨询深圳市公安局户政热线，确认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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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居国外且取得或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方才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单纯取

得及持有外国护照并不当然导致中国公民自动丧失中国国籍；2、在未有充分证

据证明中国公民业已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且事先通知当事人申辩陈述的前提下，即

便中国公民持有外国护照，公安机关不会注销中国公民的户籍；3、护照是证明

中国公民身份及国籍的有效证件；4、在不违反出境入境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公安机关不会对中国公民单纯持有而未使用外国护照的情形进行处罚；5、在未

丧失中国国籍的前提下，持有外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退出外国国籍及注销外国护

照之后，现行法律规定并未要求该等中国公民在公安机关履行有关备案程序，其

中国户籍依然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公安部、外交部

关于中国公民非法持用外国护照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0]64 号）的规定

及深圳市公安机关的咨询意见，并参考袁闵钢、包华敏骗取出境证件案及马洪兴

不服南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行政处理案等案件裁判文书中的法院裁判观点，中

国公民取得外国国籍且在外国定居的方符合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条件；我国不予

承认未在外国定居的中国公民所取得的外国护照。 

2、姚建伟先生未“定居国外”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国侨发

（2009）5 号]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

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 

根据姚建伟先生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姚建伟先生持有编号为 G554368**的中国护照、编号为 M0464**（7）

的香港居民身份证；姚建伟先生原持有的编号为 A2616***的牙买加护照已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上缴牙买加驻华使馆；姚建伟先生未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证；姚建伟先生不具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籍或居留权，不持有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有效的护照或公民身份证件。 

根据姚建伟先生户口簿登记信息、姚建伟先生的出境入境记录，姚建伟先生

所在小区物业公司、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姚建伟先生说明，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姚建伟先生未有“取得住在国长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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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

的情形。 

2017 年 6 月 16 日，姚建伟先生出具书面声明：其从未在境外定居，亦从未

主动申请放弃或退出中国国籍，中国国籍合法有效。 

2017 年 11 月 8 日，姚建伟先生出具书面声明：其一直具有中国国籍且将保

留中国国籍，确认未曾且将来不会在境外定居或申请退出中国国籍，确认未曾且

将来不会申请中止或终止退出牙买加国籍的程序，确认不会在中国国籍之外申请

加入或试图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若其声明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并非其真实

意思表示的，或者其违背前述承诺的，愿意赔偿公司因此承受的损失及承担其他

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

份的规定》[国侨发（2009）5 号]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中国公民同时符合“已

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及“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

留不少于 18 个月”两项条件的，方可认为“定居国外”。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姚建伟先生不存在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国侨发（2009）5 号]

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定居国外”的情形。 

3、姚建伟先生未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公安部、外交部

关于中国公民非法持用外国护照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0]64 号）的规定

及深圳市公安机关的咨询意见，中国公民取得外国国籍且定居国外的方符合自动

丧失中国国籍的条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姚建伟先生虽然取得牙

买加护照，但不存在法定的“定居国外”的情形，不符合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法

定条件，姚建伟先生未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三）姚建伟先生的中国国籍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

有双重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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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

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 

2017 年 6 月 22 日，深圳市公安局出具深公刑字第 15070 号《无犯罪记录证

明书》：经查，公民姚建伟，男，1962 年 12 月 31 日生，公民身份证号

44030119621231****，从 1962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期间未发现有犯

罪记录在案。 

2017 年 9 月 19 日，新余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城东派出所出具《证明》：兹有

我辖区企业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建伟，中国公

民，男，196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 44030119621231****，户籍所

在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北路****，经查阅公安信息网“全国违法犯罪人员

信息资料库”、“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截止到 2017 年 9 月 19 日，未发现姚

建伟有违法犯罪记录。 

根据姚建伟先生书面声明及深圳市公安局、新余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城东派出

所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姚建伟先生的中国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中国护照、

出境入境记录，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姚建伟先生正常持有并使用

中国居民身份证在中国境内办理户籍登记等事项，正常持有并使用中国护照在中

国境内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办理出境入境业务，姚建伟先生的中国国籍有效。 

（四）小结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公安部、外交部关于中国

公民非法持用外国护照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0]64 号）的规定及深圳市

公安机关的咨询意见，并参考有关案件裁判文书的法院裁判观点，中国公民丧失

中国国籍存在主动丧失及自动丧失两种情形；其中主动丧失中国国籍须自行申请

并获得有关机关批准；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必须同时符合“定居外国”及“自愿加

入或取得外国国籍”两项条件；我国不予承认未实际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所取得

的外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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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

份的规定》[国侨发（2009）5 号]等规定，中国公民同时符合“已取得住在国长

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及“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两项条件的，方可认为“定居国外”。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建伟先生

虽取得牙买加护照但实际未定居外国，我国对该等外国护照不予承认。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建伟先生

并未主动申请退出中国国籍且获得有关机关批准，不符合主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法

定条件；姚建伟先生虽取得牙买加护照但未在国外定居，不符合自动丧失中国国

籍的条件；姚建伟先生正常持有并使用中国居民身份证在中国境内办理户籍登记

等事项，正常持有并使用中国护照在中国境内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办理出境入境业

务。据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建伟先生的中国国

籍有效，认定其具有中国国籍合法有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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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谭岳奇   叶兰昌 

     

    李良机 

     

    李宝梁 

     

    王梓塍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