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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岛新诚志卓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青岛新诚志卓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协议》，本所接受其委托担任其申请股

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于2017年8月30日出具了《德恒上海律师事

务所关于青岛新诚志卓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下发了《关于青岛新诚志卓轨道

交通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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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需要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法律问

题，本所经办律师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一）》是对《法律意见》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述《法律意见》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一）》修改或更

新的内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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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经办律师在《法律意见》中的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一）》。 

本所律师在进行充分适当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问题一、关于公司的资质问题。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以下事项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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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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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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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向公司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2568551980P），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

目：轨道车辆内饰件、设备件及门的设计、生产、销售、维修和售后服务；批发、

零售：车辆零部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轨道车辆技术研发、技术设计，

技术输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述经营范围，公司业务为“一般经营项目”，相关业务非许可类项目。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高铁动车、地铁等轨道车辆内饰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实际从事的主营业务均在其《营业执照》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之内。公司的经

营范围已取得公司登记机关的批准，且履行了法定登记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开展上述业务取得的资质、

认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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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青岛市财政局、山东省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及青岛市

地方税务局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537100333），有效期三年（即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8 年 12 月 4 日）。 

B. 南车四方车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

证书》（证书编号：SF-JSSC-E28-08600-2015-03A），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C. 南车四方车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

证书》（证书编号：SF-JSSC-E27-08600-2015-03A），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D. 南车四方车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

证书》（证书编号：SF-JSSC-E28-07700-2015-02A），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E. 南车四方车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

证书》（证书编号：SF-JSSC-E19-07700-2015-02A），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F. 南车四方车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

证书》（证书编号：SF-JSSC-E19-08600-2015-03A），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G. 中车四方股份于 2016 年 3 月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

（证书编号：SF-JSSC-E27-08500-2016-01A），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H. 中车四方股份于 2016 年 3 月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

（证书编号：SF-JSSC-E27-08300-2016-01A），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 

I. 中车四方股份于 2016 年 3 月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

（证书编号：SF-JSSC-E28-08500-2016-01A），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J. 中车四方股份于 2016 年 3 月颁发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

（证书编号：SF-JSSC-E28-08300-2016-01A），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 

K. 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和应用材料研究所（Fraunhofer IFAM）颁发的

DIN6701 粘接体系证书（证书编号：IFAM/6701/A2/N-1/2016/520），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 

L. 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颁发的关于“轨道车辆用内饰板（如墙板、

顶板、间壁板等）、地板、铺椅、端门、内部门的设计、生产和服务”符合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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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08 标准的认证证书，有效期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 

M. 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颁发的关于公司符合“国际铁路行业标准

（International Railway Industry Standard (IRIS) Revision 02，June 2009）”认证证

书，有效期自 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 

N.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Bureau Veritas）颁发的关于公司符合“轨道车辆和轨

道车辆部件焊接欧洲标准 EN15085-2:2007”认证证书，有效期自 2015 年 8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 

经核查，公司持有的“轨道车辆和轨道车辆部件焊接欧洲标准 

EN15085-2:2007”认证证书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到期，根据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上海办事处（Bureau Veritas Shanghai）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函件：公司符

合“轨道车辆和轨道车辆部件焊接欧洲标准 EN15085-2”，认证证书续期审核程

序已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完成，审核结果为通过，证书将于近期核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

公司不存在特许经营权，公司业务资质齐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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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中审众环出具的《审

计报告》（众环审字[2017]170089 号）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以“高铁动车、

地铁等轨道车辆内饰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为主。报告期内，公司

业务收入来源包括：a. 高铁、动车内饰配件；b. 地铁内饰配件；c. 检修配件；

d. 大铁路；e. 箱体喷，上述主营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为 99%以上，除主营

业务外，公司另涉及少量出售下脚料收入，公司在其经营范围内依法合规经营。 

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未超出公司《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公司开展经

营活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

具的《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

罚的不良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具备开展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公司依法

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或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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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 

公司持有的“轨道车辆和轨道车辆部件焊接欧洲标准 EN15085-2:2007”认

证证书虽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到期，但上述认证的续期审核已经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通过，公司不存在到期证书无法续期的风险。另经核查，上述证书为公

司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并非公司生产经营必须取得的生产经营许可证书，不

会因为其到期后无法续期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经营业务所必须的资

质，均在有效期内，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

期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庆凯先生亦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1）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保证公司在资质许可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2）若公司因

未及时办理/取得资质证书续期手续而受到资质许可机关处罚或因资质续期问题

而引发的其他任何处罚，由其个人承担由此给公司带来的一切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具备开展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公司

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或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不存在

因证书无法续期而导致影响公司正常持续生产经营的情形。 

 

问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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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行业法律法规，核查分析外协生产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公司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员，

公司部分订单涉及到的产品（部分铝制地板、侧顶板、中顶板、铝合金蜂窝板）

存在委托外部单位进行原材料的清洗、折弯、氧化等简单处理情况，公司外协加

工商依据合同提供加工服务，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对产品进行验收，对合格

产品办理入库并继续下一道工序的生产制造，对不合格产品返回委外加工商进行

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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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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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外协厂商名单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查表并经本

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等公开渠道核查，公司的主要外协厂商包括下

述五家：青岛吉昂特电子配件有限公司、青岛布林特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海川轨

道装备有限公司、青岛松浩电器有限公司、崂山区爱大有型材拉弯厂，外协厂商

基本情况如下： 

① 青岛吉昂特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名称 青岛吉昂特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2826645309876 

注册资本 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秋兰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青岛即墨市环秀办事处庙头村 

成立时间 2007 年 8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制造、加工五金制品、铝合金制品、铝合金门窗、幕墙、不锈钢制品及配

件，铝合金表面处理（不含电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李秋兰 

② 青岛布林特机械有限公司 

名称 青岛布林特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214661250197F 

注册资本 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杰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韩洼社区 

成立时间 2007 年 4 月 6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机械零部件、水暖管件、水暖炉、散热器、板金；批

发、零售：水暖炉、水暖管件、建筑五金、沙石、五金、模具、钢材、化

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土产杂品；土石方开挖；绿化养护；

金属表面处理；水暖设备安装维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以上

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 孙杰；邱慧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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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青岛海川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名称 青岛海川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370214230156638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勤刚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韩洼社区南 200 米 

成立时间 2014 年 7 月 7 日 

经营范围 

研发、加工：轨道装备及配件、金属制品（不含稀贵金属）、紧固件、不锈

钢制品、铝合金制品、木制品、橡塑制品、模具；批发、零售：金属材料、

电线电缆、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五金机电、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冲压件、阀门管件、轴承、建筑材料；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方

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王勤刚 

④ 青岛松浩电器有限公司 

名称 青岛松浩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370282018031562 

注册资本 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克松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青岛即墨市青岛环保产业园金王二路 15 号 

成立时间 2002 年 10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制售电器配件、五金制品（不含电镀）、电动工具、模具、

橡塑制品（不含印刷）、钢制防静电地板。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 刘克松；刘立；贾绍平；刘存浩 

⑤ 崂山区爱大有型材拉弯厂 

名称 崂山区爱大有型材拉弯厂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370212MA3FFD7WX5 

经营者 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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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个体工商户 

组成形式 个人经营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东韩社区科苑纬四路北侧 

成立时间 2015 年 3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管材弧形加工、机械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2）公司对外协厂商是否存有依赖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员，公司主要经营高

铁动车、大铁路客车、城市轨道车辆的内部装饰产品，公司外协生产主要原因有

二：① 公司生产的产品结构多样化且为大包式、模块化供货，所承接的部件工

艺要求多样化、专业化，从而导致公司目前的生产工艺无法完全满足所有配件的

生产工艺，需要与专业的外协厂商合作来完成；② 公司的生产模式属于接单式

混线生产，因承接产品的多样化，工艺过程的多样化，在某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会出现局部生产的瓶颈，也需要相关的外协厂商协作完成。公司在整个生产经营

过程中，需要外协合作厂商的配合和支持，对任一外协厂商没有依赖性。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成本主要系原材料费用，外协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重较小，公司的

主营业务成本的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元） 
占比

（%） 
金额（元） 

占比

（%） 
金额（元） 

占比

（%） 

直接材料 14,422,104.38 62.27 52,011,089.85 60.35 49,884,915.25 57.77 

直接人工 3,262,334.85 14.09 13,518,490.38 15.69 15,139,762.31 17.53 

制造费用 3,886,824.20 16.78 13,685,805.31 15.88 16,450,258.68 19.05 

外协加工

费 
1,587,994.99 6.86 6,966,336.06 8.08 4,879,632.08 5.65 

合计 23,159,258.43 100.00 86,181,721.60 100.00 86,354,568.31 100.00 

根据上表，外协供应商外协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较小，公司外协工序均为劳

务密集型，外协工序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公司与外协厂商定价市场化，外协厂

商具有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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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外协厂商不存在依赖。 

（3）外协生产是否合法合规 

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未禁止或限制外协生产模式，高铁、

动车、地铁等轨道车辆内饰件的生产或加工并无特殊资质要求，公司外协生产模

式并未违反我国行业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外协厂商不存在依赖，外协生产符合法律法规。 

 

问题三、关于销售模式中存在的招投标方式。请公司从订单取得方式、客户

群体、产品种类等角度梳理公司销售模式，订单获取渠道是否合法合规，招投标

渠道获得项目的所有合同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合同，

如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合同是否存在被认为无效的风险，公司的风险控

制措施，上述未履行招标手续的行为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请主办券商、

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方式、分析过程、核查结论。 

回复： 

A. 公司获取订单的渠道 

根据公司提供的《投标管理程序》、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

员，公司主营高铁、动车、轻轨地铁的内饰产品，因行业特殊性，公司主要客户

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的轨道车辆生产企业，其中中国中车为最大的客户。受客

户行业性质影响，下游客户较集中、规模较大，客户在采购时通常采用招标的方

式进行。公司的投标来源主要分为两种，一为客户直接向其合格供应商发放招标

信息，二为公司销售人员关注相关招标信息，主动投标。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说明和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招投标获得订

单的过程中，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和招标方的要求

履行投标程序。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订单获取渠道合法、合规。 

B. 公司业务合同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重大业务合同招投标文件等材料及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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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履行的重大合同（金额 500 万以上）招投标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时间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元） 

履行

情况 

是否招投

标 

中标通

知书 

1 

南京中车

浦镇城轨

车辆有限

责任公司 

2015.6.3 
宁和城际项

目车辆项目 
7,153,743.84 

正在

履行 
是 

纸质文

件缺失 

2 

南京中车

浦镇城轨

车辆有限

责任公司 

2015.9.11 

上海13号线

增购项目车

辆项目 

13,961,265.51 
正在

履行 
是 

纸质文

件缺失 

3 

中车广东

轨道交通

车辆有限

公司 

2015.9.17 

CRH6A-200

公里城际动

车组新增项

目 

7,006,427.90 
履行

完毕 
是 有 

4 

中车广东

轨道交通

车辆有限

公司 

2015.12.01 

CRH6A-200

公里城际车

组新增项目 

4,750,005.05 
履行

完毕 
是 有 

5 
中车四方

股份 
2015.11.18 

E28时速250

公里统型动

车组 

5,071,794.96 
履行

完毕 
是 有 

6 
中车四方

股份 
2016.3.18 

E28时速250

公里统型动

车组 

15,992,686.71 
履行

完毕 
是 有 

7 
中车四方

股份 
2016.3.18 

E27时速350

公里统型动

车组 

6,475,431.23 
履行

完毕 
是 有 

8 

南京中车

浦镇城轨

车辆有限

责任公司 

2016.4.29 
贵阳1号线

项目 
8,588,016.40 

正在

履行 
是 

纸质文

件缺失 

9 
中车四方

股份 
2016.5.17 

广州地铁4

号线南延段

项目 

6,236,767.32 
履行

完毕 
是 有 

10 

北京地铁

车辆装备

有限公司 

2016.11.31 

北京地铁8

号线三期项

目侧顶板中

顶板20列 

7,175,280.00 
履行

完毕 
否 无 

11 
中车四方

股份 
2016.12.2 

青岛地铁2

号线 
7,632,298.75 

正在

履行 
是 有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重大业务

合同多通过招投标方式履行完整投标、中标及合同签署手续，其中，“宁和城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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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车辆项目（合同号：CSR PZ RT/NJS3/B/B09）”、“上海 13 号线增购项目车

辆项目（合同号：CSR PZ RT/SML13EXP/B/B09）”及“贵阳 1 号线项目（合同

号：CRRC PZ RT/GYL1/B/B0109）” 纸质中标凭证缺失，经公司说明，南京中

车浦镇城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上半年正式启用招投标系统

（http://pur.crrcgo.cc/login.html），与原招标平台（http://cg.csrgc.com.cn/现中车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分离，系统启用后实现无纸质化招投标，原投标

文件（纸质盖章成册版）已提交招标单位，因此无法追溯原纸质凭证。 

此外，“北京地铁 8 号线三期项目侧顶板中顶板 20 列”业务系 2011 年订单

后续增购项目，客户方延续原有供应商下发订单，故无法追溯原始中标凭证。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和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具备合作客户之投标资

格，公司重大项目订单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和招标人的要

求履行了招投标过程中的程序并依合同正常履行，除少部分项目中标原始凭证无

法追溯外，相关合同的签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通过招投标渠道获得的合同合法合规。 

C. 少量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订单清单、业务合同、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

人员，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未履行招投标手续的项目合同，主要原因如下：

客户在同一项目项下临时增加对同一项目、同种类货物采购数目，客户向中标方

追加少量的采购金额，客户与公司重新签订新的购买合同，合同价格、质量标准

等参考前述招标合同。（例如：公司中标北京地铁 8 号线三期项目 20 列车内饰产

品后，客户因需求增加向公司追加采购 5 列车内饰产品，因采购金额相对较少，

且作为同一个项目、同一类产品已经进行了招标，客户不再重新举行招投标手

续。） 

鉴于此，公司少量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合同均经过双方签字盖章认可，《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并未对未履行招投标手续的货物采购合同

的效力作出认定无效或需要承担任何行政责任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合同不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未履行招投标手续

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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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因应当招投标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形成争议给公司带来损失，公司实

际控制人杨庆凯先生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作出承诺，承诺：（1）公司业务人员

依法合规参与商务谈判或履行招投标程序获取订单，公司订单均以合同形式确认

并完成签署；（2）如公司因招投标程序问题被处罚或者遭受损失的，其本人将承

担全部责任。 

此外，根据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

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不良记录。 

D.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销售模式、订单获取渠道合法合规，招投标

渠道获得项目的合同合法合规，公司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的项目非必须进行招投标

的项目且项目合同不存在被认为无效的风险，故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的项目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问题四、关于公司使用的技术及持有的知识产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

查下列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使用的技术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

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的相应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2）公司持有的专

利是否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竞业禁止问

题。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同时，据申报资料显示，公司为高新

技术企业，请公司结合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情况等分析并补充披露公司是否存在

无法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风险。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公司就上述未披露事项补充披露。 

回复： 

（1）公司使用的技术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以

及公司的相应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与说明，公司生产经营中使用的主要技术为“粘连技

术”，该技术主要用于公司生产内饰件之原材料（铝蜂窝板）的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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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信用中国”、

中国专利网等网站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无因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涉及纠纷情形。 

为进一步确保公司使用的技术不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庆

凯先生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出具承诺，承诺：（1）公司系公司所有专利唯一、

合法权属人，公司与青岛志卓通力新材料有限公司共有 2 项注册商标，公司设立

至今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涉及纠纷情形；（2）如公司未来因使用的技术引致纠纷

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其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2）公司持有的专利是否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是否存在竞业禁止问题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专利网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持有已经授权的专利权共计16项，均为实用新型专利，均系原始取

得。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日 

保护期限

（年） 
发明人 

1 
不规则型连接角

铝辅助安装板 

ZL201420

254490.3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谭淑芹 

2 
动车内装用铝蜂

窝板结构 

ZL201420

254949.X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林青 

3 

动车间壁模块组

装储藏运输一体

化辅助工装 

ZL201420

254486.7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刘亚楠 

4 

用于漏装预埋钢

板的铝蜂窝板的

连接组件 

ZL201420

255717.6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林青 

5 
铝蜂窝板热压辅

助工装 

ZL201420

254939.6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刘鹏飞 

6 
一种新型防卷曲

板材砂光机 

ZL201420

254981.8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谭淑芹 

7 
弧形防撞条焊接

工装 

ZL201420

254833.6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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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日 

保护期限

（年） 
发明人 

8 

动车平板式双开

门模块组装储藏

运输一体化辅助

工装 

ZL201420

254682.4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刘亚楠 

9 拉门下滑槽结构 
ZL201620

946150.6 

2016 年 8

月 26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刘鹏飞、逢锦

友、尹海滨 

10 转轴门转轴结构 
ZL201620

946311.1 

2016 年 8

月 26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刘鹏飞、尹海

滨、逢锦友 

11 
防尘防异物通风

格栅组成 

ZL201620

955937.9 

2016 年 8

月 26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林青、孙艳玲、

姜俊波 

12 
铁路客车侧顶板

搭焊结构 

ZL201620

955983.9 

2016 年 8

月 26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刘鹏飞、逢锦

友、杜杰 

13 
一种具有集成结

构的电动拉门锁 

ZL201620

956039.5 

2016 年 8

月 26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逢锦友、刘鹏

飞、张志国 

14 
一种增设补强件

的蜂窝板结构 

ZL201620

969882.7 

2016 年 8

月 29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杜杰、刘山山、

高中强 

15 
直驱式百叶开闭

装置 

ZL201620

972057.2 

2016 年 8

月 29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逢锦友、刘鹏

飞、肖鹏 

16 
发电车百叶开闭

装置 

ZL201620

990123.9 

2016 年 8

月 30 日 

2017年 3月

15 日 
10 

逢锦友、刘鹏

飞、肖鹏 

经核查上述专利之《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上述专利之专利权人均为公司。

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及劳动合同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相关人员，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专利之发明人中杜杰、林青、刘山山、高中强、逢锦友

系公司技术中心员工，尹海滨系公司生产一部员工；刘鹏飞、张志国、姜俊波、

谭淑芹、刘亚楠、孙艳玲曾为公司技术中心员工，肖鹏曾为公司工艺部员工。其

中，杜杰、林青两位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其签署的《关于竞业禁止、保密、知

识产权保护的声明》及《保密协议》明确其未违反任何竞业禁止条款、未侵犯原

单位或兼职单位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等，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为进一步明确上述专利发明人无知识产权方面潜在纠纷，公司原员工刘鹏

飞、张志国、姜俊波、肖鹏、谭淑芹、刘亚楠、孙艳玲于 2017 年 10 月分别签署

《关于知识产权、保密事宜的声明》，确认：（1）其在公司期间未与原任职单位

或现在外兼职的单位签订任何包含竞业禁止条款的合同、未违反任何竞业禁止条

款；（2）其在公司所进行的工作（包括所做职务发明），未侵犯原单位或在外兼

职单位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不存在侵犯其他单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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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情形，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3）其将就所知悉的公司知识产权信息

或任何与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业务和事务有关的信息严格保密。 

公司现员工刘山山、高中强、尹海滨及逢锦友于 2017 年 10 月分别签署《关

于竞业禁止、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的声明》，确认其未与原任职单位或现兼职单

位签订任何包含竞业禁止合同、未违反任何竞业禁止条款、未侵犯原单位或兼职

单位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等、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另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已于 2017 年 7 月分别签署《关于竞业禁止、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的声明》，确认

其未与原任职单位或现兼职单位签订任何包含竞业禁止合同、未违反任何竞业禁

止条款、未侵犯原单位或兼职单位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等、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信用中国”等

网站查询，上述人员均无知识产权涉诉记录。 

（3）公司是否存在无法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风险 

根据青岛市科学技术局、青岛市财政局、山东省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及青岛市

地方税务局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537100333），有效期三年（即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8 年 12 月 4 日）。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5 年及 2016 年《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报表》及情

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相关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研发费用 1,939,170.84 5,759,945.75 6,227,072.49 

营业收入 29,926,654.60 116,215,200.55 117,056,712.25 

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6.48% 4.96% 5.32% 

公司的研发主要由技术中心负责（技术中心现有 25 人），工艺部（现有 9

人）、生产部（现有 216 人）等部门根据需要参与配合，同时，公司鼓励全员参

与并设置奖励办法。公司项目较多，需要技术中心、工艺部办公室人员全程参与，

在试生产、调试等环节需要生产部人员参与，公司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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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公司目前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将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到期，公司将以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数据进行复审申请，公司营业收入在 5,000 万

元至 2 亿元（含）之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应不低于

4%，报告期内，公司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32%、

4.96%及 6.48%，均不低于 4%。 

公司主营业务明确，主要高新技术产品为高铁、动车、地铁等内饰件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高铁、动车、地铁内饰件产品收入占比分别为 91.81%、92.65%、

83.45%，比例均不低于 60%。 

综上，公司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

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最近一年销售收

入在 5,000 万元至 2 亿元（含）之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

比例不低于 4%”以及“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

比例不低于 60%”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无法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风险。 

 

问题五、据申报资料显示，公司的房屋建筑上无他项权利，但在公司与上海

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的贷款合同中以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抵押。关于该情

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前述土地及房屋建筑是否为同一地块及建筑物，

若为同一处地块及建筑物，请说明前后披露不一致的原因；若不为同一处地块及

建筑物，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对公司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进行系统梳理，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对其取得及使用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包括

但不限于是否存在权属不清晰、权证不齐备、使用不符合规定用途等事项，前述

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若存在，则目前公司规范或解决的具体进展及是否存在

障碍。 

同时，关于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设立的抵押权，请主办券商和律

师结合公司或其他债务人资产和财务状况分析他项权人行权的可能性，及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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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财务和经营的影响。请公司对前述事项补充披露。 

回复：  

A. 土地及房屋建筑物补充核查 

根据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6年10月12日核发的《不动产权证

书》（鲁（2016）青岛市高新区不动产权第0001737号），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权

信息如下： 

不动产权

证书号 
坐落地址 

不动产单

元号 
房屋室号 用途 

使用期限

（年） 

面积（平方

米） 

鲁（2016）

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01737 号 

高新区利

源路1号 

370214 

005029 

GB00002 

F00010001

等 

1_2层2#车间

（总层数2） 

1_3层1#车间

（总层数3） 

工业 

土地使用期

起至2061年

7月20日止 

（共用土地

使用权面积）

/19700.75（房

屋建筑面积） 

根据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7年1月12日核发的《不动产登记证

明》（鲁（2017）青岛市高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0348号），公司不动产上设置

的他项权利信息如下： 

不动产权

证明 
坐落地址 

不动产单

元号 
房屋室号 

证明

事项 

债权金额

（元） 

权利人（申请

人） 

鲁（2017）

青岛市高

新区不动

产证明第

0000348 号 

高新区利

源路1号

的1_2层

2#车间 

370214 

005029 

GB00002 

F00010001

等 

1_2层2#车间

（总层数2） 

1_3层1#车间

（总层数3） 

抵押

权 
66,000,000.00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对比上述不动产权证及他项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等材料，

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提供的抵押物为其拥有的建筑

物。公司依法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行了出让手续，依法取得不动产权证，

公司不存在不动产权属不清晰、权证不齐备、使用不符合规定用途情形。 

B. 他项权人行权可能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情况说明及《审计报告》对公司财务状

况的审计，公司历史上未出现违约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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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应收账款能够及时收回，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足以

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亏损状态系地铁类项目毛利下降、公司期内费用较高导致，

如公司未来能通过内部管理措施改善成本及盈亏状态，公司短期内将不存在因资

金紧张未及时偿还贷款而使得他项权人行权之风险，否则公司的违约风险较大，

他项权利行权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将存在因资金紧张未及时偿还贷款而导致土地

及地上建筑物被强制拍卖的风险。 

 

问题六、关于竞业禁止。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

见：（1）公司董监高、核心人员是否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法律规定，

是否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2）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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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1）公司董监高、核心人员是否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法律规定，

是否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签署的《关于竞业禁止、

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的声明》、该等人员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

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信用中国”等网

站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不存在与其他单位达成竞业禁止约定及收取其他单位发放竞业禁止补

贴的情形，未违反有关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亦不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

在纠纷。 

（2）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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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现任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关于

竞业禁止、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的声明》，该等人员均确认：（1）其未与原任职

单位或现在外兼职的单位签订任何包含竞业禁止条款的合同，在公司的任职未违

反任何竞业禁止条款；（2）其在公司所进行的工作，未侵犯原单位或现在外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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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

其对知悉的任何与公司或任何关联公司的业务和事务有关的信息严格保密，不向

任何第三方（为避免疑问，该等第三方应包括公司的其他员工，除非该等披露是

出于工作的需要）披露任何保密信息或允许该信息被披露给上述任何第三方；（4）

对于其在本职工作中、在履行公司分配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中以及利用公司的

物质技术条件（例如，公司的资金、设备和零部件、原材料、诀窍、保密信息等），

自行、与他人共同、或促使他人构思、开发或研制得出的任何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著作权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应归公司所有。 

根据本所律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信用中国”等

网站的查询结果，未查询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因违

反竞业限制、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而发生诉讼纠纷的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

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法律规定，不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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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七、关于产品质量，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1）公司采取

的质量标准，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通过强制产品认证及该认证的取得情况；（2）

公司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3）公司产品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

及其执行情况，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是否存在销售退回等情况；（4）公司产品

是否需要通过相关部门检验认证。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公司采取的质量标准，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通过强制产品认证及该认证

的取得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与说明，公司产品主要为轨道交通内饰件，经本所律师

核查公司取得的认证证书、查看轨道交通相关行业质量标准政策、查询国家标准

化委员会网站，公司业务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主要涉及 IRIS 标准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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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制定的内部规范引用标准主要包括： 

序号 标准名称 编号 类型 

1 国家铁路行业标准 IRIS Rev02 国家标准 

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3190-1996 国家标准 

3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第 2 部分：

力学性能 
GB/T3880.2-2006 国家标准 

4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 部分：基材 GB5237.1-2008 国家标准 

5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 GB/T6892-2006 国家标准 

6 铝及铝合金箔 GB/T3198-2003 国家标准 

7 夹层结构用耐久铝蜂窝芯材规范 HB5443-90 航空行业标准 

8 工业用铝及铝合金热挤压型材 GB/T6892-2000 国家标准 

9 线性和角度尺寸未注公差 ISO2768-1 国际标准 

10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与有机聚合物膜

——阳极氧化膜 
GB/T 8013.1-2007 国家标准 

11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 着色阳极氧化膜色差

和外观质量检验方法——目视观察法 
GB/T 14952.3-1994 国家标准 

12 铝合金建筑型材——阳极氧化、着色型材 GB 5237.2-2004 国家标准 

13 结构胶接铝合金磷酸阳极化工艺规范 HB/Z197-91 航空行业标准 

14 形状和位置的未注公差 ISO2768-2 国际标准 

15 模压和压出橡胶制品外观质量的一般规定 GB7529-87 国家标准 

16 模压、压出和压延实心橡胶制品的尺寸公差 GB/T3672-92 国家标准 

17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286-1998

（ISO2409） 
国家标准 

18 
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色的色漆 漆膜之

20°、60°和 85°镜面光泽度的测定 

GB/T 9754-1988

（DIN67530） 
国家标准 

19 色漆和清漆 色漆的目视比色 GB/T9761-2008 国家标准 

20 
非磁性金属基体上非导电覆盖层厚度测量

涡流方法 
GB/T4957 国家标准 

21 附着力试验 ISO4624 国际标准 

22 涂层厚度测量 ISO2178、ISO2360 国际标准 

2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GB/T2828.I-2013 国家标准 

24 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 GB18045-2000 国家标准 

公司制定的质量管理、质量内部控制相关规范主要包括下述文件（质量管理

内部规范附表）： 

序号 规定/标准名称 编号 首次发布日期 

1 进货检验管理规定 XC.GRD-QM-0001 2010.4.10 

2 产品标识及可追溯性管理规定 XC.GRD-QM-0002 2010.5.1 

3 产品检验放行管理规定 XC.GRD-QM-0003 2010.4.10 

4 产品检查抽样标准管理规定 XC.GRD-QM-0005 2010.5.1 

5 表面涂层质量标准 XC.GRD-QM-0006 20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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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油漆涂装过程控制规范 XC.GRD-QM-0007 2010.8.16 

7 铝合金阳极氧化处理验收标准 XC.GRD-QM-0008 2010.8.16 

8 
铝合金材料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对

照表 
XC.GRD-QM-0009 2010.8.25 

9 不合格产品/过程考核管理办法 XC.GRD-QM-0015 2011.3.25 

10 工艺纪律检查管理程序 XC.GRD-PC-0005 2010.9.16 

11 首件鉴定控制程序 XC.MSP-0026 2010.4.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国

家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统一产品目录，统一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统一认证标志，统一收费标准。 

公司的产品为轨道交通内饰件，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产品与 2017 年

HS 编码对应参考表（国家认监委 2017 年第 20 号公告）》，轨道交通内饰件不属

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范畴，因此无需经过主管机关强制性认

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产品不需要经过主管机关强制认证。 

（2）公司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企业生产产品分为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 

公司根据铁路行业 IRIS 及相关标准制定了多份企业内部规范及质量管理标

准（参见质量管理内部规范附表），符合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质量标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公司产品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是

否存在销售退回等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产品质

量管理及内控制度规范，公司自 2010 年 10 月起施行 IRIS 体系标准，公司质量

管理部制定了一系列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公司每年进行内部审核工作并针对

内审、外审中发现的问题或不符合项进行整改、纠正或排查、预防，公司及时对

相关人员进行 IRIS 培训，通过人员调整、不定期内审、外审等方式提高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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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过程控制，全面推进 ISIS 体系水平。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说明书》及相关材

料，公司于 2017 年 8 月通过粘接 DIN6701、焊接 EN15085 监督审核、于 2017

年 9 月通过 IRIS 监督审核、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取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符合：GB、T24001-2016/ ISO14001：2015 标准）及《职业健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证 书 》（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符 合 ：

GB/T28001-2011/OHSAS18001:2007 标准）。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

司还取得如下与生产经营相关的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序号 证书 颁发主体 有效期 

1 

DIN6701 粘接体系证书 

（证书编号：

IFAM/6701/A2/N-1/2016/520） 

弗劳恩霍夫制造技术

和应用材料研究所

（Fraunhofer IFAM） 

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 

2 

ISO 9001:2008 标准认证证书

（ “轨道车辆用内饰板（如墙板、

顶板、间壁板等）、地板、铺椅、

端门、内部门的设计、生产和服

务”） 

法国标准化协会

（AFNOR） 

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 

3 

“国际铁路行业标准（International 

Railway Industry Standard(IRIS) 

Revision 02，June 2009）”认证证

书 

法国标准化协会

（AFNOR） 

自 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 

4 

“轨道车辆和轨道车辆部件焊接

欧洲标准 EN15085-2:2007”认证

证书1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Bureau Veritas） 

自 2015 年 8 月 18 日

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员，公司无销售被退回情

形；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出具承诺，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依法

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公司产品不存在销售被退回情形。 

经本所律师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公司不存

在被执行中的或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 

                                                             
1
 “轨道车辆和轨道车辆部件焊接欧洲标准 EN15085-2:2007”认证证书的续期审核已经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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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及其后不存在销售退回情况。 

（4）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通过相关部门检验认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与说明，公司产品主要生产用于轨道交通（主要为高铁、

动车）的内饰件产品，在符合行业标准及公司内部标准或客户规格要求情况下生

产经营，产品无需通过相关部门检验认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等材料，公司主要客户

中车四方股份及南车四方车辆就其供应商产品设置了审查合格证书体系，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上述主要客户颁发的下述产品技术审查证

书： 

序号 证书 颁发主体 有效期 

1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28-08600-2015-03A） 
南车四方车辆 

2021 年 8 月 31

日 

2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27-08600-2015-03A） 
南车四方车辆 

2021 年 8 月 31

日 

3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28-07700-2015-02A） 
南车四方车辆 

2021 年 8 月 31

日 

4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19-07700-2015-02A） 
南车四方车辆 

2021 年 8 月 31

日 

5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19-08600-2015-03A） 
南车四方车辆 

2021 年 8 月 31

日 

6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27-08500-2016-01A） 
中车四方股份 

2022 年 3 月 31

日 

7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27-08300-2016-01A） 
中车四方股份 

2022 年 3 月 10

日 

8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28-08500-2016-01A） 
中车四方股份 

2022 年 3 月 31

日 

9 
《铁路车辆产品技术审查合格证书》（证书编

号：SF-JSSC-E28-08300-2016-01A） 
中车四方股份 

2022 年 3 月 10

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产品不需要通过相关部门检验认证。 

 

问题八、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以

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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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

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风险；（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

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4）公

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措施及其

有效性；（5）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

条件。 

回复： 

（1）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

消防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

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审核”，“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受理凭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进行了 1#车间、2#车间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备案号为 370000WSJ120030183，

该工程未被确定为抽查对象。 

青岛市公安消防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于 2015年 1月 26日向公司核

发《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青高公消竣备字[2015]第 0007 号）并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审批签署《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情况登记表》，公司厂

区建设工程（地址：青岛市高新区利源路 1 号）（2#车间）备案材料齐全，已通

过备案审批。 

青岛市公安消防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向公司

核发《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青高公消竣备字[2015]第 0033 号）并

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审批签署《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情况登记表》，公司厂

区建设工程（地址：青岛市高新区利源路 1 号）（1#车间）备案材料齐全，已通

过备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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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厂房总面积为 19700.75 平方米，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报告期末，

公司共有员工 337 人，不属于公众聚集场所。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员及咨询青岛市公安消

防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公司未受到过消防大队抽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需要进行消防验收，该房产已依法完成竣

工验收消防备案；公司上述经营场所不属于公众聚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

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

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

风险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按规定办理了消防审核及竣工消防验收，不

存在被消防处罚的风险。 

（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厂房已按规定办理了消防审核及竣工消防验收，

上述日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违法行为而被责令停止使用的情形。 

（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

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制定并施行多项消防管理

制度，公司制定的《防火检查巡查制度》、《火灾隐患整改制度》、《消防安全岗位

责任制》、《消防安全管理及责任制度》、《公司消防管理制度》、《消防设施、器材

维护管理制度》以及《用电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消防负责人积极履行防火巡查及

消防器材维护职责，积极防范消防安全隐患；公司另制定《消防应急灭火疏散预

案》，设置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及安全防护救护组负责人，落

实各项消防安全防护程序及救助措施。 

公司于 2016年 4月 12 日成立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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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安全生产管理委员职责，严格执行公司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事务。经核查公

司 2016 年 1-12 月、2017 年 1-8 月消防器材检查表，公司综合管理部人员按照公

司消防管理制度逐月检查、记录公司厂房消防设施情况，严格执行岗位职责。 

根据公司提供的《灭火器台账》及消防演练照片，公司多次组织进行消防演

练，厂区内各责任部门（包括物流部、下料班、组成班、焊接班、预装班、维修

班、油漆一班、油漆二班、餐厅）均分别存放多个手提式灭火器，切实保障厂区

消防安全。 

另经本所律师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过消防安

全事故，公司已针对消防安全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并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出具《证明》，确认公司在报告期内依法合规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未发生过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安全风险。 

（5）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A. 合法规范经营 

根据青岛市工商、税务、安监、环保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守法

合规证明文件，公司依法合规运行，在报告期内没有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

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公司提供的声明承诺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及“信用中国”网站的查询，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的行为，未受到刑事处罚或重大行政处罚，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

形。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承诺、《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

师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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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及“信用中国”网站的查询，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实际控制人杨庆凯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任何重大行政处罚，不存在涉及重大

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承诺文件并经本所律师于中

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及“信

用中国”等网站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报告期内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须依法开展经

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B.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自有厂房已按规定办理了消防审核及消防验收，上述日常经营场所不存

在消防违法行为而被责令停止使用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

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定，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

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并由中审众环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

审字[2017]170089 号）。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4 月主营业务收入分

别为 116,822,002.62 元、116,064,560.55 元、29,919,860.75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均为 99%以上；近两年公司的业务稳定，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4

月净利润分别为 3,587,869.23 元、1,156,766.32 元、-2,053,401.43 元；根据公司所

作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报告期内，

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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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九、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关于

董监高人员兼职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所在单位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职务发

明权属方面的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2）以上兼职行为是否符合公司法对

于董监高任职资格和义务的相关规定；（3）针对实际控制人身兼多职，请主办

券商补充核查该事项对公司规范治理的影响，说明如何保证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执

行、是否存在风险以及整改措施，就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能否充分、合

理、有效执行发表意见。 

回复： 

（1）董监高人员兼职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所在单位的相关规定，是否

存在职务发明权属方面的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 

根据公司董监高人员签署确认的《对外兼职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公司董监高人员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杨庆凯 董事长 通力新材 董事长 

志卓交通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四方客配 董事长 

南京志卓 董事 

常州齐丰 副董事长 

卓展机电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普瑞莱轨交 执行董事 

吉成工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志卓汽车 监事 

新诚同创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方亮 董事、总经理 通力新材 董事 

四方客配 董事 

卓展机电 董事 

尚明霞 监事 胜世嘉设备 监事 

铭宇工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恒超机械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特研电子 经理 

铭宇工贸铁路配件厂 （分公司）负责人 

特研电子市南分公司 （分公司）负责人 

胜世嘉工贸市南办事

处 

（分公司）负责人 

青岛倬立恺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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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美 监事 四方客配 董事 

青整电子 监事 

郝小梅 董事、董事会秘书 无 / 

曲云艳 董事、财务总监 无 / 

刘书元 董事 无 / 

万立帅 监事 无 / 

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公司董监高人员对外兼职

的企业多为其本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控制的企业，董监高人员均合理

安排工作时间并保证在工作日均在公司正常履职，董监高人员已就相关兼职问题

出具承诺：其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所在单位的相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与

职务发明权属有关的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 

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信用中国”等

网站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监高人员不存在与职务发明权属有关的争议纠

纷或潜在纠纷。 

（2）以上兼职行为是否符合公司法对于董监高任职资格和义务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 146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贪污、

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

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担任破

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

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

偿。” 

《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公司法》第 148 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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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

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

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

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

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经核查，《公司章程》未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作出严于《公

司法》相关规定的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承诺、上述人员户籍地派

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个人简历、个人资信情况及《审计报告》审计的关联交易等情况，公司

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禁止担任董监高的情形；公司董监

高自当选至今均按照法律、《公司章程》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不存在利用职

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的情形，不存在侵占公司的财产的情形，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董监高义务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法》148 条规

定的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相关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监高人员的兼职行为符合公司法对于董监

高任职资格和义务的相关规定。 

（3）实际控制人身兼多职对公司规范治理的影响 

经核查，由于实际控制人的影响，有限公司阶段在关联交易、防止股东资金

占用、股东会、董事、监事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存有瑕疵，经公司管理层治

理与公司整改，上述经营运行瑕疵对有限公司的经营未造成不良影响。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董事

会和监事会；公司制定并执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三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完善了公司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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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制度，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涵盖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日常经营等各个

环节，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公司各项工作也按照相关规定认真执行。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在完整性、有效性、合理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能够有效地执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身兼多职不会对公司规范治理产生不

利影响，公司内部控制有效。 

 

问题十、公司报告期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律师、申

报会计师核查：（1）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原因、担保金额、用途；（2）关

联担保履行的内外部决议程序；（3）公司报告期末是否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如有，请持续督

导公司在挂牌前予以归还或规范；（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期是否存在

利用公司资源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对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是

否有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原因、担保金额、用途 

根据最高额授信协议、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过为关联

方四方客配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金额 主债权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状态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城阳支行 

四方 

客配 

3,500 万元（最

高额授信） 

2015年 4月 20日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 
保证 

2016 年 7

月已解除 1000 万元短期

借款 

2016 年 6 月 8 日至

2017 年 6 月 8 日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与访谈公司管理人员，上述关联

担保原因及用途如下： 

A. 2015 年 4 月，因项目建设资金需要，四方客配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阳支行签订最高额融资协议，取得 3,500 万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间自 2015

年 4 月 20 日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其中四方客配以自有资产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资产（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 1.1 亿元；杨庆凯、志卓交通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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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卓共同提供信用担保。 

B. 2016 年 6 月 8 日，因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要，四方客配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签订借款协议，取得短期借款 1000 万元，借款期间自 2016

年 6 月 8 日至 2017 年 6 月 8 日。杨庆凯、志卓交通及新诚志卓共同提供信用担

保。 

2016 年 7 月，四方客配通过增加担保方方式替换了公司对其的担保，公司

不再对四方客配负有担保责任。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审计报告》，除上述已解除的为关联方担保情

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其他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2）关联担保履行的内外部决议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史上为关联方担

保情况分别发生于 2015 年及 2016 年，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未制定明确的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2016 年 6 月股改治理期间尚未熟悉并运行新的关联交易制度，故

该二次担保行为均未履行关联担保决策程序。 

公司股改后及时治理关联担保情况，经核查，公司于 2016 年 7 月解除上述

关联方担保。 

（3）公司报告期末是否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员，

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明细如下： 

序

号 
项  目 关联方 

2017-4-30 余额 

（元） 
关联方关系 

1 应收账款 青岛卓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0,788.00 
股东有重大影响

公司 

2 应收账款 
青岛四方新诚志卓客车配件有

限公司 
1,756,674.90 同一最终控制人 

3 应收账款 
南京海天轨道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538,200.00 

高管人员有重大

影响公司 

4 应收账款 青岛铭宇基业工贸有限公司 112,470.75 受股东控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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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付款项 青岛志卓通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204,067.49 同一最终控制人 

6 其他应收款 刘书元 10,000.00 董事、高管 

上述表格中第 1-5 项往来应收款系公司正常经营往来，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资金的情形；第 6 项系自然人开展公司业务领用备用金，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该款项已报销，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期是否存在利用公司资源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员，

报告期内，除上述已解除的关联方担保和部分关联方资金占用外，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无利用公司资源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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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

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纠纷解决机制、关联股东和董事回避制度以及与财务管理、风险

控制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 

公司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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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中就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表决制度和

决策权限等作了明确规定。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已制定的制度与规定履行相关程

序，并通过监事会的监督确保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按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执行，

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规范，维护股东利益；同时，公司将尽可能减少关联方交易，

降低关联交易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司对于短时期内无法减少或消除的关联交

易，将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最大程度保护公司及

股东利益。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成员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任职要

求，上述成员能够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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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治理制度独立、勤勉、诚信地履行职责及义务。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的规定，确保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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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生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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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曾存在过的为关联方担保及关联方

占用资金情况，关联方担保已及时解除且资金占用系正常业务往来/备用金（已

报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无利用公司资源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现有的治理机制相对健全，适合公司现阶段发展规模，相应制度能保证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权利；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设计是合理的，能够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决策质量，可有效识

别和控制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风险，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内

部控制目标的实现。 

 

问题十一、关于关联交易。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1）关联方认定是否

准确、全面；（2）关联交易发生的原因及其必要性及未来是否持续；（3）关联

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4）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5）公

司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及相关措施情况；（6）关联交易的披露是否全面、准确、

是否存在违规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回复： 

（1）关联方认定是否准确、全面 

根据公司提供的文件及所作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渠道核查，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关联方如下： 

A. 持股5%以上主要股东 

股东姓名/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杨庆凯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41.75 43.15 

刘越胜 股东 983.25 21.85 

新诚同创 股东 900.00 20.00 

高方亮 股东 675.00 15.00 

B.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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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任职 

杨庆凯 董事长 

高方亮 董事、总经理 

郝小梅 董事、董事会秘书 

刘书元 董事、副总经理 

曲云艳 董事、财务总监 

王淑美 监事会主席 

尚明霞 监事 

万立帅 职工代表监事 

C. 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1 志卓交通 杨庆凯持股 51.00%；杨庆凯任法定代表人 

2 四方客配 
高方亮持股 15.00%；志卓交通持股 85%；杨庆凯任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高方亮任董事 

3 通力新材 
四方客配持股 50.00%；杨庆凯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刘越胜任董

事、高方亮任董事 

4 常州齐丰 志卓交通持股 40.00%；杨庆凯任副董事长；刘越胜任董事 

5 青整电子 志卓交通持股 15.00%；胜世嘉工贸持股 15.00%；刘越胜任董事 

6 卓展机电 
杨庆凯持股 39.00%；杨庆凯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高

方亮持股 7.00%；高方亮任董事 

7 普瑞莱轨交 杨庆凯持股 50.00%；杨庆凯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 

8 吉成工贸 
杨庆凯持股 30.00%；杨庆凯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高

方亮持股 20.00%  

9 南京志卓 杨庆凯持股 20.00%；杨庆凯任董事 

10 志卓汽车 杨庆凯持股 50.00%；杨庆凯任监事 

11 忠旋经贸 
杨庆旋持股 50.00%；杨庆旋任法定代表人。杨庆凯与杨庆旋为兄弟

关系 

12 胜世嘉工贸 刘越胜持股 94.00%；刘越胜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13 铭宇工贸 
胜世嘉工贸持股 90.00%；尚明霞持股 4.00%；尚明霞任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14 恒超机械 
铭宇工贸持股 96.00%；尚明霞持股 4.00%；尚明霞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15 映德机械 恒超机械持股 63.00%  

16 胜世嘉设备 
刘越胜持股 100.00%；刘越胜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尚明霞任监事 

17 澳泰设备 刘越胜持股 36.82% 

18 天恺工贸 
刘越胜任监事，2001 年 11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刘越胜持股 4.50%，

报告期末刘越胜不存在持股情况 

19 铁研电子 尚明霞持股 30.00%；刘越胜任监事 

20 金融技术 刘越胜任董事 

21 南京海天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四方客配持股 20.00%， 报告期末四

方客配已不存在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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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关联方披露符合《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中关于关联方和关联方关系的界定，公司对关联方的认定和

披露准确、全面。 

（2）关联交易发生的原因及其必要性及未来是否持续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审计报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A. 经常性交易 

a.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7 年 1-4 月 

发生额（元） 

2016 年度 

发生额（元） 

2015 年度 

发生额（元） 

铭宇工贸 成品及材料 16,428.00 70,700.85 - 

四方客配 成品及材料 3,500.00 2,393,857.01 1,713,901.90 

卓展机电 材料 9,220.51 - - 

南京海天 成品 - - 460,000.00 

通力新材 材料 - - 45,533.55 

注：经核查，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四方客配持有南京海天20.00%

的股权，且南京海天为杨庆凯任董事的企业，报告期内属于公司关联方，四方客

配已于2016年6月20日与自然人刘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让其持有的南京海

天20.00%的股权，并于2016年7月1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b. 商品采购、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7 年 1-4 月 

发生额（元） 

2016 年度 

发生额（元） 

2015 年度 

发生额（元） 

吉成工贸 材料 82,391.88 438,240.88 218,250.00 

通力新材 材料及加工费 - 4,153,567.35 512,324.97 

四方客配 成品及加工费 2,400,884.85 1,956,582.11 4,076,8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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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484,759.88 2,108,403.88 584.62 

铭宇工贸 材料 418,730.14 834,837.03 715,503.48 

映德机械 材料 45,128.16 - - 

胜世嘉工贸 材料 - - 43,099.48 

B. 偶发性交易 

a. 关联方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关联方

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期末担保余额

（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主债权是否

履行完毕 

杨庆凯 
66,000,000.00 33,125,000.00 

2017年 1月

3 日 

2020年 1月 2

日 
否 

普瑞莱轨交 

b.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报酬情况如下： 

2017 年 1-4 月发生额（元） 2016 年度发生额（元） 2015 年度发生额（元） 

283,700.00 698,120.00 617,35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审计报告》并访谈公司管理人员，

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必要性如下： 

关联采购方面，公司关联方青岛四方新诚志卓客车配件有限公司（“四方客

配”）于2014年6月前生产轨道车辆的内饰件产品（包括铝制品及木制品），2014

年6月后，公司主营铝制品内饰件并与四方客配进行业务划分，四方客配停止生

产铝制品，仅生产木制品，并且将其生产铝制品的固定资产、材料销售给公司，

故存在采购交易。 

关联销售方面，报告期内，四方客配与新诚志卓对外招投标过程中存在总中

标标的包含少量标的物配件自身无法生产的情况，因此委托对方单位生产并直接

购买，该类产品不对第三方销售（无市场公开销售行为），公司销售之四方客配

的产品为普通列车项目中少量铝制品配件，上述交易实为委托加工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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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业务合同、会议文件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未制定明确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16 年 6 月股改后，公

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及高级管理层治理架构，并在《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都制定了关联方及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及回避与

表决程序，严格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

追认 2016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预计 2017 年度公司

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本次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对报告期内的关

联交易进行了确认，投票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追认

2016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关

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报告期内的关联

交易进行了确认，认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投票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由于内控治理尚不完善，未对报告期

内的关联交易进行逐一审议追认，但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真实交易活动且定

价合理；公司改制后，全体非关联股东对报告期内的经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股份公司亦已制定了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决策制度，规范了关联交易的权限划分

和决策程序。 

（4）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业务合同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人员，公

司关联交易定价情况如下：（1）公司与四方客配间业务往来之定价为协议价，因

公司与四方客配采购、销售的成品属于非标准产品而无市场价参考且金额较小，

故双方根据公司销售给最终客户的售价以及预估的销售费用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该定价未损害交易双方利益；（2）公司与其他关联方的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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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与销售发生额较小，参考了公开市场价格，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交易各方利

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定价公允，公司在相关经

营活动中未支付额外费用，不存在因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及相关措施情况 

根据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公司的关联交易应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决议应当

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

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

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

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公司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

与公司提供或接受劳务、购买或销售商品产生的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公允价格来确

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应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应明确、具体。 

为规范关联交易，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声明》，承诺： 

a.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尽量避免和规范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

的关联交易，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b.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事项，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c.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

的利益或使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d.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公司进行交易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由本人承担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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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交易的披露是否全面、准确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开转让说明书》、《审计报

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关联交易的披露全面、准确。 

 

问题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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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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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查 

根据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出具的《关于无重大违法违规的声明》、《管理层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说明》等

声明承诺文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于中国人民银行自主查询的《个人征信报告》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无重大违法

犯罪行为证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裁判文书网、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平台查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所律师通过上述方式未查询到公司及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签署之日无控股子公司。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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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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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主管部门、社会保险

管理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

律师于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岛市环境保护局网站、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青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青岛市国家

税务局及地方税务局、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

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的核查，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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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机

关处罚的情况，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问题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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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管理人员，报告期

内及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况，亦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部分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关联方 
占用

期间 

期初金额 

（元） 

占用金额 

（元） 

还款金额 

（元） 

余额 

（元） 

备

注 

四方 

客配 

2015

年度 
9,398,379.14 44,300,384.03 51,525,022.46 2,173,740.71 

无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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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2,173,740.71 18,416,838.09 20,590,578.80 - 

无

息 

通力 

新材 

2016

年度 
- 1,659,800.00 1,659,800.00 - 

无

息 

志卓 

交通 

2016

年度 
- 8,540,000.00 8,540,000.00 - 

无

息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四方客配之间的往来款金额较大且较为频繁，主要

原因系四方客配建设需要，四方客配暂时拆借公司资金用于周转。 

报告期末，上述资金拆借已完结，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及反馈回复期间，公司亦未再发生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经核查，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经理工作细则》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规定了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对

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资金占用防范和责任

追究机制，明确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在防止资金占用方面的责任。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的规定，确保未来

不发生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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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相关制度防止关联方占用资源（资金）

的情况发生，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

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公司历史上存在的关联方拆借公司资金系关联方正常建

设资金周转，公司股份制改造后完善各项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制度，无其他资金

占用情况，历史上发生的交易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障碍。 

 

问题十四、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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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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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回复： 

A. 公司章程完备性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青岛新诚志卓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青岛

新诚志卓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已载明下述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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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 

B. 公司章程合规性核查 

（1）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阅比对《公司法》，《公司章程》

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公司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

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设立方式；（四）公司股份总

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

方式和出资时间；（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

（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十）公司的

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

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公司章程》分别在“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经营范围”、 “第

三章 股份”、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七章 监

事会”、 “第八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第九章 通知、公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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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管理”、 “第十章 合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中对上

述事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2）公司章程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阅比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具

体如下： 

a.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六条规定：“公众公司应当依法制

定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众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作出具体规定，规范公司

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b.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八十三条规定：“公众公司应当按

照法律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章程中约定建立表决权回避制度。”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六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一）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的，该

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二）股东大会在审议关

联交易事项时，大会主持人宣布关联股东，并解释和说明关联股东与交易事项的

关联关系；（三）应回避的关联股东可以参加所涉及关联交易的审议，可以就该

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法及产生的原因等向股东大会作出解释和说明，但关联股

东无权就该事项进行表决。（四）大会主持人宣布关联股东回避，由非关联股东

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并宣布现场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五）关联股东违反本章程规定参与投票表决的，其对于

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无效。（六）股东大会对关联事项形成决议，属于本章

程规定普通决议事项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属于本章程规定特别决议事项的，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与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提供资金、商品、

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应当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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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十八条规定：“公众公司应当在章

程中约定纠纷解决机制。股东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

仲裁、民事诉讼或者其他法律手段保护其合法权益。”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

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

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包含总经理

和副总经理，下同）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

东、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因违反本章程规定引起纠纷的，

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综上，《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3）公司章程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

款》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阅比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a.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一条规定：“公

司章程应当符合本指引的相关规定。”第二条规定“章程总则应当载明章程的法律

效力，规定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公司与股东、股

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

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b.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三条规定：“章

程应当载明公司股票采用记名方式，并明确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以及股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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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管理规定。”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公司股

票采用记名方式。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公司股票将登记存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建立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

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股东名册由董事会秘书

保管。” 

《公司章程》第四十九条规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

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 

《公司章程》中的上述条款载明了公司股票的记名方式， 明确了公司股票

的登记存管机构以及股东名册的管理规定，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三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c.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四条规定：“章

程应当载明保障股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的具体安排。”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

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

份；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

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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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

配； 

（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

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公司章程》中的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

必备条款》第四条，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d.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五条规定：“章

程应当载明公司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的具体安排。”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公司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

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公司不得无偿向股东及其关联方提

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向股东及其关联方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及其关

联方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及

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不得无正当理

由放弃对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债权或承担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债务。 

公司与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应

当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关联董

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公司章程》中的上述关于关联交易的条款有效地防止和规范了股东及其关

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五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e.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六条规定：“章

程应当载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明确规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得利用各种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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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

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

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

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

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

程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章程》中的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

必备条款》第六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f.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七条指出：“章

程应当载明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章程应当载明须经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公司还应当在章程中载明重大担保事项的范

围。”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条规定： 

“（十二）审议批准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 

《公司章程》第六十五条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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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

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公司章程》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公司章程》中的上述款项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须经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重大担保事项等做出了详细的界定，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七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

性。 

g.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八条指出：“章

程应当载明董事会须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和平等

权利，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况，进行讨论、评估。”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九十三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六）对

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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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理、有效等情况，进行讨论、评估。” 

《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第八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h.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九条指出：“章

程应当载明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和组

织公司信息披露事宜，建立健全有关信息披露的制度，并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

时报告。” 

《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第九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i.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条指出：“章

程应当载明公司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如公司设置董事会秘书的，则应当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和组

织公司信息披露事宜，建立健全有关信息披露的制度，并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

时报告。” 

《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第十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j.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一条指出：“章

程应当载明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章程可以就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未分

配利润的使用原则等政策作出具体规定。”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

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

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

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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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

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

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

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第十一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k.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二条指出：“章

程应当载明公司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投资者关

系工作，董事会办公室作为公司的投资者关系工作部门，负责投资者关系工作事

务。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客观、真实、准确、

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状况，避免过度宣传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的误导。公

司可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沟通方式应尽可能便捷、有效，便于

投资者参与。公司通过信息披露与交流，加强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

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

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第十二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l.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三条指出：“股

票不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转让的公司应当在章程中规定，公司股东应

当以非公开方式协议转让股份，不得采取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份，并明确

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后， 应当及时告知公司， 同时在登记存管机构办理登记过

户。”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公司股

份采取公开方式转让的，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公司股份采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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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协议转让的，股东应当自股份协议转让后及时告知公司，并在登记存管

机构登记过户。” 

《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第十三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m.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四条指出：

“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及章程规定

的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仲裁或诉讼等方式解决。如

选择仲裁方式的，应当指定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

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

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包含总经理

和副总经理，下同）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

东、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因违反本章程规定引起纠纷的，

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章程》上述条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第十四条的要求，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n.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五条指出：“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如实行累积投票制的，应当在章程中对相关具体安

排作出明确规定。公司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应当在章程中明确独立董事的权

利义务、职责及履职程序。公司如实施关联股东、董事回避制度，应当在章程中

列明需要回避的事项。” 

经核查，公司实行累积投票制度，未实行独立董事制度。 

《公司章程》第四十六条规定：“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监事时，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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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即：每位股东累积表决权数＝其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应选

董事或监事人数。股东大会进行多轮选举时，应当根据每轮选举当选董事或者监

事人数，重新计算股东累积表决权数。 

（二）选举监事和董事应分别计数累积表决权数，分项按累计投票制进行表

决。 

（三）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均等或不

均等地投给多位候选人，但分别投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累积表决权总数，

否则，该表决票无效。 

（四）当选董事或监事按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从高到低确定，当选董事或监事

获得的表决权数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 

（五）两名以上董事或监事候选人获得的表决权数相等且不能全部入选的，

股东大会应继续对该等候选人进行表决直至确定当选董事或监事，但选举轮次总

计不得超过三轮。 

（六）如当选董事或监事未达到股东大会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的： 

1、已当选董事或监事的表决结果继续有效，股东大会应继续对其余候选人

进行表决直至当选董事或监事达到应当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但选举轮次总计不得

超过三轮； 

2、股东大会经三轮选举，当选董事或监事少于股东大会应选董事或监事人

数的，公司将按照本章程的规定在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空缺的董事或监事进

行选举。 

（七）已当选董事和留任董事合计仍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 

1、已当选董事的表决结果仍然有效，已当选董事在当选董事和留任董事合

计达到法定最低人数时就任，在当选董事就任前，拟离任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2、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15 日内召开会议，再次召集股东大会选举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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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董事。” 

《公司章程》第六十七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

会决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公司章程》第六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

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的，该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

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 

（二）股东大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大会主持人宣布关联股东，并解释

和说明关联股东与交易事项的关联关系；  

（三）应回避的关联股东可以参加所涉及关联交易的审议，可以就该关联交

易是否公平、合法及产生的原因等向股东大会作出解释和说明，但关联股东无权

就该事项进行表决。  

（四）大会主持人宣布关联股东回避，由非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

决，并宣布现场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五）关联股东违反本章程规定参与投票表决的，其对于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的表决无效。  

（六）股东大会对关联事项形成决议，属于本章程规定普通决议事项的，须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属于本章程规定特别

决议事项的，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与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提供资金、商品、

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应当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已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相关

规定载明了应具备的所有事项，具有较强的完备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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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四、报告期内公司曾存在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请主办券商、律

师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判断依

据。 

回复：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情况说明，公司 2016 年开具了无真实

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 3,600.00 万元，收款人均为公司关联方青岛卓展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及访谈公司管理人员，由于公司支付单个供应商货款金

额通常低于 100.00 万元，供应商数量较多，且银行开具票据手续繁琐、次数较

多，为减少开具票据工作量，公司开具的应付票据均直接开给关联方青岛卓展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后由青岛卓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背书给公司后使用（一次性开

具单张金额较小的多张票据，便于随时支付采购货款），公司与青岛卓展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并无实际业务发生。公司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银行 票据合同编号 合同时间 
期

限 
条件 金额 

风险

管理

费 

履行

情况 

应付

票据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青

岛分行 

CD69012016880016 2016.1.12 

6

个

月 

保证金

50%；杨

庆凯、四

方客配、

普瑞莱担

保；公司

应收账款

质押 

600万 

5% 

履行

完毕 

CD69012016880105 2016.1.29 800万 
履行

完毕 

CD69012016880138 2016.2.22 400万 
履行

完毕 

CD69012016880250 2016.3.29 600万 
履行

完毕 

CD69012016880267 2016.4.07 500万 
履行

完毕 

CD69012016880595 2016.7.08 700万 
履行

完毕 

根据《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

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因此，公司开具无真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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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银行承兑票据进行融资的行为违反了《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属于不规

范行为。 

根据《票据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1）伪造、变造票据的；（2）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的；（3）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故意签发与其预留的本名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

财物的；（4）签发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本票，骗取资金的；（5）汇票、本票

的出票人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6）冒用他人的票据，或者故意使

用过期或者作废的票据，骗取财物的；（7）付款人同出票人、持票人恶意串通，

实施前六项所列行为之一的。” 

《票据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不构成

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

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2）明知是

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3）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4）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5）汇票、本票的出

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使用

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鉴于此，公司违规使用票据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

百零二条规定的票据欺诈行为，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

条规定的金融票据诈骗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受到行政及刑事处罚。 

另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及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上述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均

已到期兑付且履行完毕，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未造成公司未决诉讼或

者仲裁，公司不存在收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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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不存在公司利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进行融资的安排，上述无真实

交易背景的票据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融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财务及票据制度，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诺：（1）除 2016

年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3,600.00 万元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开

具情况；（2）公司未来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具、使用票据，如公司因任何违规

开具、使用票据情形遭受任何损失，由实际控制人承担全部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开立情况已到期兑

付并履行完毕，公司未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上述票据开立情况未对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完善并执行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符合“合

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问题十五、盈余公积计提。关于盈余公积。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

公司报告期内盈余公积计提的基础、比例是否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等要求，是否存在被处罚风险等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公司章程》、《审计报告》、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

司管理人员，公司报告期内计提盈余公积均为法定盈余公积，盈余公积计提情况

为： 

（1）2015 年度净利润 3,587,869.23 元，2015 年初未分配利润-632,538.39 元，

2015 年度弥补年初亏损-632,538.39 元后净利润 2,955,330.84 元，按 10%计提法

定盈余公积 295,533.08 元； 

（2）2016 年 3 月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2016 年 1-3 月的净利润及 2015 年

计提的 295,533.08 元盈余公积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折股计入股本和资本

公积核算，2016 年 4-12 月净利润 401,373.05 元，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40,137.31 元； 

（3）2017 年 1-4 月净利润为负数，故未计提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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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内盈余公积计提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 年 1-4 月 2016 年度 12 月 31 日2
 2015 年度 1-12 月 

期初未分配利润

（元） 
367,240.24  2,659,797.76  -632,538.39  

当期净利润（元） -2,053,401.43 1,156,766.32 3,587,869.23 

弥补亏损后当期净

利润（元） 

-2,053,401.43 1,156,766.32  2,955,330.84 

计提基数（元） -2,053,401.43 401,373.05 2,955,330.84 

计提金额（元） 0 40,137.31 295,533.08 

计提比例（%） / 10 10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

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

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

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

取任意公积金。”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盈余公积计提的基础、比例符合《公

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不存在被处罚风险。 

 

问题十六、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的履行

及规范情况，核查公司的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是否与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开，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独立情况如下： 

（1）资产独立 

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发起人将原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性资产、

全部生产技术完整投入公司，公司的资产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公司现

拥有独立完整的经营性资产。公司合法拥有与其经营有关的固定资产、专利权、

                                                             
2 2016 年 3 月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2016 年 1-3 月的净利润及 2015 年计提的 295,533.08 元盈余公积已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折股计入股本和资本公积核算。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新诚志卓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60 

 

商标权等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该等资产不存在产权争议。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其资产被控股股东或其他股东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以

公司资产为控股股东或其他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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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员独立 

公司与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公司为员工独立发放工资，依法

为员工独立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均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承诺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任何职务，未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 

（3）财务独立 

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专门处理有关财务事项，建立了独立的会

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等内

部管理制度。 

公司经核准开设独立的基本存款账户，独立运营资金。公司未与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公司实现了独立核算，独立纳税。 

（4）机构独立 

公司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聘请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完全拥有机构设置自主权，并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公司各机构

和各职能管理部门按公司章程及其他管理制度规定的职责独立运作，不存在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合署办公、混合经营等机构混同的

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独立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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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业务独立 

公司在生产经营及管理上独立运作，具有完整的业务流程、独立的生产经营

场所以及独立的供应、销售部门和渠道，不存在依赖于股东的情形。公司不存在

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间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公

司独立性的重大或频繁的显失公平的关联方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管、核心技术人员均书面承诺不从事与公司构成同业相竞争的业务，避

免与股份公司产生新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业务独立，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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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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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

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