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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公司/东昊电力/挂牌公司 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昊有限 挂牌公司之前身宁波东昊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昊德投资 宁波昊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六维电力 苏州六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祺奥电缆 宁波祺奥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东海电缆 宁波市江东东海电缆附件厂 

嘉凯电气 宁波市鄞州嘉凯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元 人民币元 

《公司法》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暂行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

行办法》 

《业务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现行的经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宁波

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挂牌 
宁波东昊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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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国融证券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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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2015年、2016年、2017年 1月-2017年 6月 

《审计报告》 
大信会计师为本次挂牌出具的编号为“大信审字

[2017]第 31-00088 号”的《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

“京信评报字（2016）第 139 号”的《宁波东昊电

缆附件有限公司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宁波

东昊电缆附件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列净资产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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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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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TCYJS2017H1126 号 

致：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东昊电力的委托，作为其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之特聘法律顾问，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

《暂行办法》、《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东昊电力本次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引言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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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所律师同意东昊电力在其为本次挂牌所制作的《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依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援引本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是东昊电力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东昊电力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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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4. 东昊电力已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全面地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书面

证明，并且，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所有文件的签名、

印章均为真实。 

5. 本法律意见书所评述的事项，仅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并且仅就与东昊电力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问题，根据本所律师对

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意见。对东昊电力的验资、

审计、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书除严格援引有关资料外，不作

评述。 

6. 本所律师经过认真核查，证实所有副本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于

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

府部门、东昊电力或其他有关机构及部门所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7.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东昊电力为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由任何其他人予以引用和依赖。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1.1 根据《公司法》与东昊电力《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程序，

东昊电力于 2016 年 7 月 24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投票

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同意东昊电力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并公开

转让股票。 

1.2 东昊电力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时作出决议，授权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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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办理本次挂牌相关事宜。其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履行与公司本次股票挂牌转让有关的一切程序，包括向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股票挂牌转让申请

并报送相关材料； 

（2） 审阅、修订、批准及签署公司与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的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文件； 

（3） 在公司本次股票挂牌转让申请获得核准后，办理公司章程修订的工

商备案等手续； 

（4） 聘请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的中介机构并决定其专业服务费用； 

（5） 办理与实施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授权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公司股票完成挂牌及办

理完成相应工商手续为止。 

1.3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批准股票挂牌转让的

决议，符合法定程序。 

（2） 上述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3） 上述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挂牌事宜的授权范围、程序

合法有效。 

（4） 公司本次挂牌尚待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同意。 

 

二、 东昊电力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2.1 东昊电力的法律地位 

东昊电力是在原东昊有限的基础上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在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12695051751E 的营业执照。公司由宁波昊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张璟、董昀、董超、王英、王聪、汪琴、陈盛、徐琼 9 位股东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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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设立，公司住所为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徐村，现有注册资本为 600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张璟，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电力技术的研发；电缆附件、五

金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2.2 东昊电力存续的合法性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为合法存续的股

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

形。 

2.3 东昊电力的经营情况 

东昊电力在合法存续期间，依照其《公司章程》及公司营业执照所载明的业

务范围依法经营。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不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可以认定

其从事的业务活动与其法定行为能力相一致。 

2.4 东昊电力挂牌转让的限制性条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东昊

电力对外签署的合同文件或政府权力机关的文件中不存在限制东昊电力本次挂

牌的条款或规定。 

2.5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律师经核

查后认为： 

东昊电力经合法程序注册成立，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为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挂牌

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东昊电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规定的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应具备的实质条件： 

3.1 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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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东昊电力的前身是 2009年 9月 9日成立的宁波东昊电缆附件有限公

司，于 2016 年 7 月 8 日按经审计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

续经营时间已在两年以上，东昊电力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3.1.2 公司股东的出资合法、合规，出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相关

规定。 

3.1.3 本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

第 2.1条第（一）项的规定。 

3.2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3.2.1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的主营业务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

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其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 

3.2.2 根据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

最近两年持续经营，不存在终止经营或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形。 

3.2.3 本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

务规则》第 2.1条第（二）项的规定。 

3.3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3.3.1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架构，制定了《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公司治理规章制度。 

3.3.2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3.3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最近 24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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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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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电力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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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设有

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3.6 本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

《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3.4 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3.4.1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3.4.2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自其前身东昊有限设立以来的历次增资、

股权转让、整体变更等行为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签署了相关法律文件并履

行了相关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评估、验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手续，东昊

电力历次增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 

3.4.3 本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股权明晰，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行为合法

合规，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四）项的规定。 

3.5 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3.5.1 东昊电力与国融证券已经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约

定由国融证券作为主办券商负责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的推荐挂牌及持续

督导工作。 

3.5.2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融证券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授予的主

办券商业务资格，具备担任东昊电力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资质。 

3.5.3 本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本次挂牌聘请主办券商推荐并将持续督导，

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五）项的规定。 

3.6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法》、《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已具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股票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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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昊电力的设立  

2016年 7月 8日，东昊有限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

限公司，其变更的方式和程序如下： 

4.1 东昊有限的内部批准 

2016年 4月 20日，东昊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东

昊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评

估机构，以 2016年 3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东昊有限的净资产进行评估；委

托大信会计师为审计机构，以 2016年 3月 31日为审计基准日，对东昊有限的净

资产进行审计。 

2016年 5月 26日，东昊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全体股东一致确认中

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京信评报字（2016）第 139号”

的《评估报告》和大信会计师出具的编号为“大信审字[2016]第 31-00003 号”

的《审计报告》，一致同意以东昊有限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23,425,542.81 元折合股份 6,000,000 股，净资产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

17,425,542.81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4.2 审计 

2016年 5月 25日，大信会计师出具编号为“大信审字[2016]第 31-00003

号”的《审计报告》，2016年 3月 31日为审计基准日，东昊有限经审计后的净

资产值为 23,425,542.81 元。 

4.3 评估 

2016年5月26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京信评

报字（2016）第139号”的《评估报告》，以2016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东昊

有限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2,453.67万元。 

4.4 发起人协议的签署 

挂牌公司的发起人宁波昊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璟、董

昀、董超、王英、王聪、汪琴、陈盛、徐琼九位股东于2016年5月26日签署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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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变更设立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同意将共同投资设

立的东昊有限按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

总股本设定为6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各发起人共同授权

“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全权负责处理与挂牌公司设立有

关的事宜。 

4.5 名称变更核准 

2016年 3月 11日，公司取得了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编号为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2016]第 330200160469号”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

书》，核准企业名称为“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 创立大会的召开 

2016年6月15日，挂牌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参

加了本次会议并参与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会议表决通过了包括《宁波东昊电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情况的报告》、《关于发起人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的报告》、

《关于创立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多项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挂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和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 

4.7 验资 

大信会计师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了编号为“大信验字[2016]第31-00003号”

的《验资报告》，对挂牌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实

收情况进行了验证。 

4.8 工商登记 

挂牌公司就其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等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6年 7月 8日获得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为

91330212695051751E 的营业执照。挂牌公司住所地为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徐

村，法定代表人为张璟，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电力技术的研发；电缆附件、

五金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公司总股本为 600万股，注册资本为

600万元，实收资本为 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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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其股本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昊德投资 287,800 4.80 有限合伙 

2  张璟 3,280,920 54.68 自然人股东 

3  董昀 2,187,280 36.45 自然人股东 

4  董超 120,000 2.00 自然人股东 

5  王英 40,000 0.67 自然人股东 

6  王聪 30,000 0.50 自然人股东 

7  汪琴 30,000 0.50 自然人股东 

8  陈盛 15,000 0.25 自然人股东 

9  徐琼 9,000 0.15 自然人股东 

合计 6,000,000 100.00 -- 

4.9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律师经查验后认为： 

（1） 东昊电力的设立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东昊电力的设立行为履行了适当的法律程序，并

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合法合规。 

（2） 东昊电力变更设立过程中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关于变更设立宁波东

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其内容和形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因此引致东昊电力设立行为存在纠纷。 

（3） 东昊电力在变更设立过程中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折为公司股本，

并就有关资产评估、验资等事项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东昊有限以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23,425,542.81元折

股为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600万股。整体变更前，公司实收资本为 5,211,952.80

元，资本公积为 11,613,695.95 元，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合计为 6,599,894.06

元。东昊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存在转增股本情形，转增金额为788,0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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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东昊电力各发起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金额为 157,609.43元。发起人已缴

纳相关个人所得税。 

（4） 东昊电力创立大会召开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东昊电力的独立性 

5.1  东昊电力的业务独立于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方 

5.1.1 根据东昊电力持有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东昊电力经核准的经营范

围为“电力设备、电力技术的研发；电缆附件、五金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

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

术除外”。 

5.1.2 东昊电力独立从事其获得核准的经营范围中规定的业务，东昊电力

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东昊电力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5.1.3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的业务独立于股东单位及其他关

联方。 

5.2  东昊电力的资产独立 

5.2.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的注册资本足额到位；东昊

电力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

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拥有独立于股东的生产经营场所。 

5.2.2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的资产独立。 

5.3  东昊电力的人员独立 

5.3.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未在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领薪。东昊电力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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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兼职。 

5.3.2 东昊电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合法的程序产生，根据《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推选和任免，不存

在超越东昊电力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人事任免决定。 

5.3.3 东昊电力拥有独立于其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员工，并在有关社

会保障、工薪报酬等方面分账独立管理。东昊电力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独立

于关联企业。 

5.3.4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的人员独立。 

5.4  东昊电力的机构独立 

5.4.1 东昊电力已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聘请了包括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5.4.2 东昊电力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生产经营和办公机构与股东单位

完全分开，不存在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机构混同的

情形。 

5.4.3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的机构独立。 

5.5  东昊电力的财务独立 

5.5.1 东昊电力设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财务人员未在关联企业中兼

职，建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并独立进行财务决策，具

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5.5.2 东昊电力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未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5.5.3 东昊电力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缴纳税款的义务。 

5.5.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没有占用东昊电力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 

5.5.5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没有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其他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或将以东昊电力名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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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款转借给股东使用。 

5.5.6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的财务独立。 

5.6  东昊电力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销售及研发系统 

5.6.1 东昊电力设立了行政部、技术部、生产部、采购部、品管部、储运

部、财务部等一系列职能部门，各部门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全面负责公司的供

应、销售及研发系统的运作。 

5.6.2 东昊电力上述机构和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互相配合，构成了东昊电

力独立完整的供应、销售及研发系统，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企业代行公司职权的情形；东昊电力在业务经营各环节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依赖。 

5.6.3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销售及研

发系统。 

5.7  根据《公司法》、《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

后认为： 

（1） 东昊电力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2） 东昊电力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销售及研发系统； 

（3） 东昊电力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均独立于股东单位及

其他关联方。 

 

六、 发起人和股东 

6.1 东昊电力的发起人 

根据东昊电力的工商登记资料及东昊电力的《公司章程》记载，东昊电力的

发起人为宁波昊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璟、董昀、董超、王

英、王聪、汪琴、陈盛、徐琼。 

6.1.1 非自然人发起人 

（1） 昊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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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德投资成立于2015年12月29日，现持有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榭分局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1MA281C380Q的营业执照，经营场所为宁波大榭

开发区永丰路128号35幢103-1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董昀，经营范围为“一般经

营项目：股权投资管理”。截至报告期末，昊德投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董昀 80.5 23 

2  董超 42 12 

3  张亚春 35 10 

4  朱德利 35 10 

5  孟建忠 24.5 7 

6  沈频 21 6 

7  杨莲宁 21 6 

8  朱元华 17.5 5 

9  陈国营 14 4 

10  杨和明 14 4 

11  刘高云 10.5 3 

12  邢建波 10.5 3 

13  张宏玉 7 2 

14  邱飞虎 3.5 1 

15  张锦友 3.5 1 

16  庹敬志 3.5 1 

17  陈园 3.5 1 

18  徐静 3.5 1 

注：昊德投资合伙人之一张锦友于 2017 年 10 月 10日因病去世，有关继承手续尚在办

理之中。 

本所律师查阅东昊电力及昊德投资的全套工商内档，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对昊德投资所有合伙人进行情况了解

并取得了昊德投资所有合伙人出具的承诺文件，还取得了银行出具的对账单文

件，确认持股平台所有合伙人不存在代持、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况。昊德投资自

设立以来合伙人未发生过变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设立及存续合法合规，员工持股

平台不存在代持的情形，也不存在争议纠纷或潜在的争议纠纷。员工持股平台自

设立以来合伙人及出资份额均未发生过变化，全体合伙人出资合法合规。公司符

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6.1.2 自然人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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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璟，男，1979年8月1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31010919790813****； 

（2） 董昀，女，1979年9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31010219790921****； 

（3） 董超，男，1985年5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33022719850506****； 

（4） 王英，女，1966年6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33022719660604****； 

（5） 王聪，女，1985年12月1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33020519851217****； 

（6） 汪琴，女，1974年10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42010619741005****； 

（7） 陈盛，女，1980年7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33022719800704****； 

（8） 徐琼，女，1967年11月2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33020519671126****。 

6.2 东昊电力工商备案的现有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股东情况未发生变化。 

6.3 东昊电力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璟持有东昊电力3,280,920股股份，占东昊

电力股本总额的54.68%，为东昊电力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璟持有东昊电力54.68%的股份；董昀直接持

有公司36.45%的股份，持有昊德投资23%的出资份额，昊德投资持有公司4.8%的

股份，董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37.55%的股份。张璟和董昀系夫妻关系，二人共

同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92.23%的股份，张璟和董昀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东昊电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及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邱

隘派出所为东昊电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前科证明》，本所律师认为

东昊电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24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6.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工商备案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昊德投资 287,800 4.8 

2  张璟 3,280,920 54.68 

3  董昀 2,187,280 36.45 

4  董超 120,000 2 

5  王英 40,000 0.67 

6  王聪 30,0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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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7  汪琴 30,000 0.5 

8  陈盛 15,000 0.25 

9  徐琼 9,000 0.15 

6.5 根据大信会计师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出具编号为“大信验字[2016]第

31-00003号”的《验资报告》，挂牌公司的发起人均已足额缴纳出资。 

6.6 根据东昊电力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后已向各政府部门提交了办理相关资产和财产权的更名手续的申请文件。本

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系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而来，东昊电力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前的资产依法由东昊电力承继，不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 

6.7 根据《公司法》、《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的发起人、股东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股

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或进行出资的主体资格，东昊电力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自然

人股东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也不存在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

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东昊电力股东主体适格。 

（2） 东昊电力的发起人及股东全部为境内股东，在中国境内均有住所。

东昊电力的发起人或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3） 发起人已投入东昊电力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不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 

（4） 发起人投入东昊电力的资产或权利的权属证书已由发起人转移给东

昊电力，不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 

 

七、 东昊电力的股本及演变  

7.1 东昊有限的设立及其股权演变 

7.1.1 东昊有限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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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9 日，东昊有限在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州分局注册成立。

公司设立时的名称为“宁波东昊电缆附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住

所地为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园堍村，法定代表人为董俊广，经营范围为“一般经

营项目：电缆附件、五金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2009 年 9 月 9 日，宁波市鄞州甬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东昊

有限设立时的出资出具了编号为“甬诚验字（2009）第 909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上述《验资报告》，截至 2009年 9月 9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董俊广、朱德

利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5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东昊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董俊广 90 60 

2.   朱德利 60 40 

合计 150 100 

7.1.2 东昊有限 2010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12 月 2 日，东昊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董俊广将其持有东昊有限 30

万元出资额以 30万元转让给董昀；同意朱德利将其持有东昊有限 45万元出资额

以 30万元转让给张璟，将其持有 15万元出资额以 15万元转让给董昀。 

2010年 12月 2日，前述股权转让各方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 

2010年 12月 2日，经工商核准，本次股权转让后东昊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董俊广 60 40 

2.   张璟 45 30 

3.   董昀 45 30 

合计 150 100 

7.1.3 东昊有限 2011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年 11月 29 日，东昊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张璟将其持有东昊有限 45万

元出资额以 45万元转让给董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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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 29 日，前述股权转让各方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 

2011年 12月 8日，经工商核准，本次股权转让后东昊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董昀 90 60 

2.   董俊广 60 40 

合计 150 100 

7.1.4 东昊有限 2013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2 月 1 日，东昊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董昀将其持有东昊有限 90 万

元出资额以 90万元转让给张璟；同意董俊广将其持有东昊有限 60万元出资额以

60万元转让给董昀。 

2013年 12月 1日，前述股权转让各方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 

2013 年 12 月 12 日，经工商核准，本次股权转让后东昊有限的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璟 90 60 

2.   董昀 60 40 

合计 150 100 

7.1.5 东昊有限 2015年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昊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325 万元，由

张璟认缴 195万元，董昀认缴 130万元。 

2016年 1月 21日，经工商核准，本次增资后东昊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璟 285 60 

2.   董昀 190 40 

合计 475 100 

7.1.6 东昊有限 2016年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1 月 21 日，东昊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25 万元，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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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昊德投资认缴。 

2016年 1月 26日，经工商核准，本次增资后东昊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璟 285 57 

2.   董昀 190 38 

3.   昊德投资 25 5 

合计 500 100 

7.1.7 东昊有限 2016年第二次增资 

2016年 1月 28日，东昊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21.19528 万元，

由董超认缴 10.423908 万元、王英认缴 3.474636 万元、王聪认缴 2.605977 万元、

汪琴认缴 2.605977万元、陈盛认缴 1.302989 万元、徐琼认缴 0.781793 万元。 

2016年 3月 2日，经工商核准，本次增资后东昊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昊德投资 25 4.80 

2.   张璟 285 54.68 

3.   董昀 190 36.45 

4.   董超 10.423908 2 

5.   王英 3.474636 0.67 

6.   王聪 2.605977 0.5 

7.   汪琴 2.605977 0.5 

8.   陈盛 1.302989 0.25 

9.   徐琼 0.781793 0.15 

合计 521.19528 100 

7.2 东昊有限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股权设置及股本结构 

东昊电力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企业名称为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 600万元，由发起人以东昊有限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经

大信会计师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而来，各股东（发起人）持股比例不变。折股后

的股份公司股本已经大信会计师 2016年 6月 15 日出具编号为“大信验字[2016]

第 31-00003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东昊电力发起人认购股份的具体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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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昊德投资 287,800 4.8 

2  张璟 3,280,920 54.68 

3  董昀 2,187,280 36.45 

4  董超 120,000 2 

5  王英 40,000 0.67 

6  王聪 30,000 0.5 

7  汪琴 30,000 0.5 

8  陈盛 15,000 0.25 

9  徐琼 9,000 0.15 

7.3 东昊有限自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的股本演变情况 

东昊有限自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后股本结构未再发生变更。 

7.4 经东昊电力及其股东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全体股东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形。 

7.5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 

（2） 东昊电力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股东出资真实、

充足；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 东昊电力全体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

股权稳定的情形。 

（4） 东昊电力现在不存在、历史上也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八、 东昊电力的业务  

8.1 东昊电力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根据东昊电力的营业执照记载，东昊电力的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电力技

术的研发；电缆附件、五金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中间接头铜外壳、玻璃钢外壳及其他电缆附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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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不需要取得特许经营权；根据《电线电缆生产许可

证实施细则（2011版）》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产品不属于生产许可证制度管理

范围的产品，因此无需申请相应的生产许可证；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的产品不属于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范围，公司及子公司的产品不需要强制认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资质或资格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颁发时间 有效期 

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NQA 28701 2013.04 

2013.04.28-

2018.09.14 

2  

DLK 90/128型

110kV中间接头

铝外壳检测报告 

电力工业电气设备

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2011）检

字 JDL 112

号 

2011.04 长期有效 

3  

KTJ154/209-500

型 500kV中间接

头铜外壳检测报

告 

电力工业电气设备

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2012)检字 

JDL 017 号 
2012.02 长期有效 

4  

LB-JHD-03 

220kV400mm²型

直埋式交叉互联

箱检测报告 

电力工业电气设备

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2013)检字

JDL 118号 
2013.06 长期有效 

5  

DG-MJ(ZH-O)型

110kV智能型地

埋交叉互联保护

接地箱检测报告 

电力工业电气设备

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EETC2015DL

522J 
2015.12 长期有效 

6  

DG-MZ(ZH-O)型

110kV智能型直

接接地箱检测报

告 

电力工业电气设备

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EETC2015DL

521J 
2015.12 长期有效 

7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宁波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宁波市财政

局/宁波市国家税

务局/宁波市地方

税务局 

GR20153310

0156 
2015.10 3年 

8  

安全生产标准化

三级企业（机械）

证书 

宁波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AQBⅢJX甬

G2014086 
2015.02 3年 

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资格、资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资质或资格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颁发/换证

时间 
有效期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北京中联天润

认证中心 
10116Q14629R1M 2017.07 

至

201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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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质或资格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颁发/换证

时间 
有效期 

2 

VDTK95/128-110 

110kV中间接头铜外

壳检测报告 

电力工业电气

设备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2013)检字 JDL 

053 号 
2013.01 长期有效 

3 

HYKT130/190-220 

220kV中间接头铜外

壳检测报告 

电力工业电气

设备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2013)检字 JDL 

297 号 
2013.05 长期有效 

4 
VD-JHD-03型直埋式

交叉互联箱检测报告 

电力工业电气

设备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2013)检字

JDL053 号 
2013.01 长期有效 

5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

企业（机械）证书 

苏州市吴江区

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 

苏 AQB320509JX

Ⅲ201600607 
2016.10 3年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电力技术的研发，电缆附件、五金件的制造、

加工、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出

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六维电力的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金属制品的研发、

制造与销售；电缆附件、绝缘套管的销售”。公司及其子公司六维电力的主营业

务均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本所律师实际走访了公司及

其子公司六维电力的生产场地并与相关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了了解，公司及子公司

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存在相关的法律风险。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均已出具无违规证

明，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经具备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

质，开展的业务合法合规。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

资质的情况。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 

8.2 东昊电力的主营业务 

8.2.1 根据东昊电力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的主营业务

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8.2.2 根据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东昊电力 2015 年、2016 年、

2017年 1月-2017年 6月的主营业务经营状况为： 

单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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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2017 年 1-6月 2016 年度 2015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1,736,110.23 44,544,564.03 24,484,687.48 

其他业务收入 128,785.64 280,591.21 240,308.04 

合计 21,864,895.87 44,825,155.24 24,724,995.52 

根据东昊电力的上述会计资料，东昊电力的业务明确。 

8.3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股东已在章程中约定，东昊电力为永久存续

的股份有限公司。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需要终止经营或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的事项，故东昊电力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8.4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东昊电力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东昊

电力的业务资质齐备，相关业务合法合规；东昊电力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

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东昊电力也不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 

（2） 东昊电力未在中国大陆以外设立分、子公司开展业务经营。 

（3） 东昊电力的业务明确。 

（4） 东昊电力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5）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东昊电力所属行

业为“制造业”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暂无建设项目，已办理了排污许可证，根据东昊电力

的业务流程，东昊电力日常环保合法合规，已取得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出具

的无处罚证明。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9.1 东昊电力的关联方 

9.1.1 东昊电力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璟持有东昊电力3,280,920股股份，占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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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股本总额的54.68%，为东昊电力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璟持有东昊电力54.68%的股份；董昀直接持

有公司36.45%的股份，持有宁波昊德23%的出资份额，宁波昊德持有公司4.8%的

股份，董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37.55%的股份。张璟和董昀系夫妻关系，二人共

同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92.23%的股份，张璟和董昀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9.1.2 持有东昊电力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 张璟现持有东昊电力 54.68%股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 6.2 节； 

（2） 董昀现持有东昊电力 36.45%股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 6.2 节。 

9.1.3 东昊电力的子公司 

六维电力系东昊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六维电力现持有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09051893267K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住所为吴江区黎里镇城司路北侧，法定代表人为董超，经营范围“电

力设备、金属制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电缆附件、绝缘套管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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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28日，经工商核准，六维电力完成设立，设立时的住所为吴江市

汾湖镇城司路北侧；法定代表人为郝峰；注册资本为150万元；经营范围为“电

力设备、金属制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电缆附件、绝缘套管的销售”。设立时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郝峰 52.5 35 

2.   董超 52.5 35 

3.   苗付贵 22.5 15 

4.   陈增明 15 10 

5.   吴学军 3.75 2.5 

6.   吴伟荣 3.75 2.5 

合计 1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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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年 8 月 14日，六维电力股东会决议同意吴学军将其持有公司的

3.75万元股权转让给朱元华；同意吴伟荣将其持有公司的 3.75万元股权转让给

朱元华；同日上述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4年 8月 14日，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东会决议增资至 500万元，各股东

同比例增资。 

2014年 8月 27日，经工商核准，本次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郝峰 175 35 

2.   董超 175 35 

3.   苗付贵 75 15 

4.   陈增明 50 10 

5.   朱元华 25 5 

合计 500 100 

（2） 2015年 12 月 7日，六维电力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同意：

郝峰将其持有公司的 175万元股权转让给东昊有限；董超将其持有公司的 175万

元股权转让给东昊有限；苗付贵将其持有公司的 75万元股权转让给东昊有限；

陈增明将其持有公司的 50万元股权转让给东昊有限；朱元华将其持有公司的 50

万元股权转让给东昊有限。 

同日，郝峰、董超、苗付贵、陈增明、朱元华等转让各方分别与东昊有限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 

2015年 12月 9日，经工商核准，本次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东昊电力 500 100 

合计 500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六维电力股权转让合法合规。 

9.1.4 东昊电力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重要关联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东昊电力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重

要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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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东昊电力的其他重要关联方 

（1） 宁波市江东东海电缆附件厂 

东海电缆注销前持有宁波市江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204000093234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住所为江东甬江大道

（印洪矸）1518号；法定代表人为董俊广；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缆附

件、电缆测试仪器”。该公司系实际控制人之一董昀父亲控制的公司，已于 2016

年 4月 21日完成注销手续。 

（2） 宁波祺奥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祺奥电缆注销前持有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212000272933的营业执照；住所为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徐村；法定代表人

为张璟；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电缆附件、电线、电缆、五金件、塑料制

品、金属制品、电子产品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该公司系实际控制

人夫妇控制的企业，已于 2016年 5月 13日完成注销手续。 

（3） 宁波市鄞州嘉凯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嘉凯电气注销前持有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212000390865的营业执照；住所为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徐村；法定代表人

为张璟；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电气设备、电缆附件、金属制品、五金件

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该公司系实际控制人之一张璟出资 45%并担

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公司，根据张璟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公司并

未实际经营业务并且已于 2016年 5月 13日完成注销手续。 

（4） 宁波东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东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东昊电力实际控制人张璟、董昀

夫妇设立的合伙企业，现持有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榭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30201MA281C33XD 的营业执照；主要经营场所为宁波大榭开发区永

丰路 128号 35幢 217-1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张璟；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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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张璟认缴 60%出资额，董昀认缴 40%出资额，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宁波东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未开展经营活动。 

（5） 宁波市鄞州丽梵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丽梵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系东昊电力实际控制人之一董昀设立的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现持有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州分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12MA284DT264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人

民币；主要经营场所为宁波市鄞州区瑞庆路 39 号（17-6）；法定代表人为董昀；

经营范围为“健身服务；健康管理咨询”。 

9.1.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东昊电力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为：张璟（董事长）、董昀（董事、董事会秘书）、董超（董事、总经

理、核心技术人员）、朱德利（董事）、徐琼（董事）、沈频（监事会主席、核

心技术人员）、杨莲宁（监事）、朱元华（职工代表监事）、王显波（财务总监）。 

9.1.7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关

联方认定和披露准确、全面，不存在为规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

形。 

9.2 东昊电力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东昊电力与关联方之间的采购销售交易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宁波祺奥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受让汽车 805,000.00 70.06 

东昊电力收购六维电力情况参见“9.1.3东昊电力的子公司”。 

东昊电力与关联方之间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担保方 签署日期 

担保金额

（元） 
主债务期间 

是否履

行完毕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担保方 签署日期 

担保金额

（元） 
主债务期间 

是否履

行完毕 

1 
最高额抵

押合同 

鄞银（云龙支

行）最抵字第

20150019614号 

董昀 2015/12/21 2,000,000 
2015/12/21-

2018/12/20 
否 

2 

太平洋保

险小额贷

款保证保

险追偿协

议 

XDZC20150508 
张璟、董昀、

六维电力 
2015/12/30 2,000,000 -- 是 

3 
最高额保

证合同 

鄞银（云龙支

行）最保字第

20150023313号 

张璟、董昀 2015/12/29 5,000,000 
2015/12/29-

2017/12/28 
否 

4 
最高额保

证合同 

鄞银（云龙支

行）最保字第

20160016910号 

张璟、董昀 2016/12/29 2,000,000 
2016/12/29-

2018/12/28 
否 

5 
最高额保

证合同 

鄞银（云龙支

行）最保字第

20160017010号 

张璟、董昀 2016/12/29 2,000,000 
2016/12/29-

2018/12/28 
否 

6 
最高额保

证合同 

鄞银（云龙支

行）最保字第

20160023113号 

张璟、董昀 2016/12/29 8,000,000 
2016/12/29-

2018/12/28 
否 

7 
汽车贷款

合同 
-- 

东昊有限、

张璟 
2016/03/28 289,200 

2016/4/7-20

19/4/7 
否 

8 
最高额保

证合同 

鄞州 2017 人个

保 103 
张璟、董昀 2017/07/12 6,500,000 

2017/07/12-

2022/07/12 
否 

9 
最高额抵

押合同 

鄞州 2017 人抵

120 
朱德利 2017/06/21 3,200,000 

2017/06/21-

2022/06/21 
否 

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拆出金额 说明 

2017 年 1-6月    

杨莲宁 700,000.00 700,000.00 

拆入款项系公司问其

支借的资金；拆出款项

为公司归还资金 

2016 年度    

董昀 6,683,241.92 10,471,986.83 

拆入款项系公司问其

支借的资金；拆出款项

为公司归还资金 

董俊广  1,683,758.28 
拆出款项为公司归还

资金 

宁波市江东东海电缆附件厂  1,659,198.51 
拆出款项为公司归还

资金 

宁波祺奥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967,699.27 
拆出款项为公司归还

资金 

张璟 262,531.60  
拆入款项系张璟占用

公司资金后予以归还 

董超 466,785.00  
拆入款项系公司问其

支借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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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拆入金额 拆出金额 说明 

杨莲宁 1,100,000.00 450,000.00 

拆入款项系公司问其

支借的资金；拆出款项

为公司归还资金 

2015 年度    

董昀 8,938,180.00 9,695,260.41 

拆入款项系公司问其

支借的资金；拆出款项

为公司归还资金 

董俊广 200,000.00 1,170,000.00 

拆入款项系公司问其

支借的资金；拆出款项

为公司归还资金 

宁波市江东东海电缆附件厂 3,000,000.00 3,000,000.00 

拆入款项系公司问其

支借的资金；拆出款项

为公司归还资金 

宁波祺奥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169,300.00 
拆出款项为公司归还

资金 

张璟  825,000.00 
拆出款项为公司归还

资金 

注：上述关联方的资金拆借金额均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借支及还款金额，不包括

备用金、费用等其他非暂借款性质的金额。 

2016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逐月列示： 

单位：元 

2016年其他应收款——张璟 

月份 期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借或贷） 余额 

2016年初 262,531.60   借 262,531.60 

1月   262,531.60 平 0.00 

合计 262,531.60 -- 262,531.60 -- 0.00 

2015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逐月列示： 

单位：元 

2015年度其他应收款——张璟 

月份 期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借或贷） 余额 

2015年初 562,468.40   贷  

1月    贷 562,468.40 

2月  65,000.00  贷 497,468.40 

3月  40,000.00  贷 457,4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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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0,000.00  贷 377,468.40 

5月    贷 377,468.40 

6月    贷 377,468.40 

7月  600,000.00  借 222,531.60 

8月  40,000.00  借 262,531.60 

9月    借 262,531.60 

10月    借 262,531.60 

11月    借 262,531.60 

12月    借 262,531.60 

合计 562,468.40 825,000.00  借 262,531.60 

公司 2017 年 1-6 月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关联方的资金占用均已清理完毕，报告期后，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东昊电力未发生新的关联方资金占用。 

各报告期末，东昊电力应收、应付关联方的款项如下：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

方 

2017年 6 月 30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

款 
张璟     262,531.60 2,625.32 

其他应收

款 
董超   2,596.57 25.97   

其他应收

款 
沈频 20,008.87 200.09     

合计  20,008.87 200.09 2,596.57 25.97 262,531.60 2,625.3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张璟的其他应收款项余额为实际控制人的个人

借款，该笔款项已于 2016年 1月归还于公司。2016年 12月 31日对董超的其他

应收款余额 2,596.57 元为董超的备用金款项。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6.30 2016.12.31 2015.12.31 

其他应付款 董昀   3,788,7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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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6.30 2016.12.31 2015.12.31 

其他应付款 董俊广   1,683,758.28 

其他应付款 
宁波市江东东海电缆附

件厂 
  1,659,198.51 

其他应付款 
宁波祺奥电缆附件有限

公司 
  967,699.27 

其他应付款 董超 466,785.00 499,856.90  

其他应付款 杨莲宁 578,612.00 606,500.00  

报告期内，公司对董昀、董俊广、东海电缆、祺奥电缆、张璟的其他应付款

项余额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余额。 

公司出于生产经营需要，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贷款购置一辆金额为

723,000.00元的车辆，由董超替公司预先支付首付款 433,800.00元以及汽车装

饰费用 32,985.00 元，共 466,785.00 元，贷款利息由公司按月支付给汽车金融

公司，月利息为 8,796.71 元。经查看该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行驶证以

及使用情况等，该车辆系为公司所用。2016年 12月 31日和 2017年 6月 30日，

公司对董超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董超预先为公司支付的贷款车辆的首付款及汽

车装饰费用。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董超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中有 33,071.90 元为

尚未支付的报销款。 

公司因购买土地事宜，为缓解资金周转压力以及临时周转需求，于 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1 月向杨莲宁先后借款 1,100,000.00 元、700,000.00 元，并在

相应时间收到其他公司的货款后及时归还了 450,000.00元、700,000.00元。2016

年 12月 31日和 2017 年 6月 30日，公司对杨莲宁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公司购买

土地向其支借并归还部分款项后的余额。 

公司向监事杨莲宁借款用已缴纳土地款事宜已经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有限公司阶段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于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进行了补充确认。 

上述资金拆借主要是为应对公司经营发展的现金周转需求，具有一定的必要

性，截至报告期末，关联方的资金占用行为均已清理完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形。公司预计未来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持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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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已在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决策

程序，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提供了决策程序上的保障，体现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的原则，东昊电力的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9.2.2 东昊电力实际控制人张璟、董昀已出具《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函》，承诺：1）本人/本企业将充分尊重东昊电力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东昊电

力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确保东昊电力的业务独立、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

独立，以避免、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2）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东昊电力资金，

也不要求东昊电力为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3）如果东昊电力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人/本企业或本人/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本企业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并保证遵循市场交易

的公开、公平、公允原则及正常的商业条款进行交易，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东昊电力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

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东昊电力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4）严格遵守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5）如果违反以上承诺，本人/

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东昊电力造成的所

有直接或间接损失；6）该承诺在本人/本企业作为东昊电力股东、实际控制人期

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消。 

9.2.3 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及东昊电力《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与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系遵循公平及自愿原则，不存在损

害东昊电力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 东昊电力报告期内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源（资金）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东昊电力已对资金占用情况清理完毕；有

限公司阶段，公司治理不够完善，公司章程中未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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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事项未经审议，股份公司成立后，东昊电力制定及执行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能有效防范关联方占用东昊电力资源（资金），规范其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时的公允决策程序，有效保护东昊电力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9.3 东昊电力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9.3.1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各股东单

位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9.3.2 东昊电力实际控制人张璟、董昀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1）本人目前除持有东昊电力的股权外，未投资其他与东昊电

力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从事其

他与东昊电力相同、类似的经营活动；也未派遣他人在与东昊电力经营业务相同、

类似或构成竞争的任何企业任职；2）本人未来将不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

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于任何业务与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

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派遣他人在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3）当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企业与东昊电力之间存在竞争性同类业务时，本人及控制的企业自愿放弃

同东昊电力的业务竞争；4）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向其他在业务上与东昊电

力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

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支持；5）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期间有效，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9.3.3 本所律师核查了各相关主体提供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及相关

承诺后认为，目前东昊电力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

与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形，上述承诺真实、有效，东昊电力所

采取的该等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合法、有效。 

9.3.4 本所律师核查了东昊电力及其全体董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

具的承诺，东昊电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

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

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9.4 对于东昊电力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重大关联交易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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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协议或措施，同业竞争规范措施充分、合理，能有效执行，不影响公司经营，

东昊电力在为本次挂牌而准备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已作出披露，没有重大遗漏或

重大隐瞒。 

 

十、 东昊电力的主要财产 

10.1 房产和土地使用权 

截至报告期末，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所有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证号 地址 面积 用途 

取得

方式 

权利起止

期限 

抵押

情况 

1 
东昊

电力 

浙（2016）鄞

州区不动产权

第 0073024号 

宁波市

鄞州区

云龙镇

前徐村 

土地使用权

面积

3328.17m2/

房屋建筑面

积3959.83 m2 

工业

用地

/工

业 

出让

/自

建 

至

2061.4.29 
抵押 

2 
东昊

电力 

浙（2017）宁

波市鄞州不动

产权第

0564392 号 

宁波市

鄞州区

云龙镇

前徐村 

土地使用权

面积

3299.00m2 

工业

用地 
出让 

至

2061.4.29 
抵押 

10.2 知识产权 

10.2.1 截至报告期末，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主要商标如下： 

序

号 
权属 注册商标 注册号 类别 权利期限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东昊 

有限  
17836247 9 至 2026.10.13 

自行

申请 
无 

2  
东昊 

有限 
 

17836457 9 至 2026.12.14 
自行

申请 
无 

3  
苏州 

六维 
 

11509716 17 至 2024-2-20 
自行

申请 
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

认为，东昊电力已获注册的商标，其商标专用权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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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设置担保或行使权利受到其他限制的情形。公司目前正在办理商标权利人由

东昊有限变更为东昊电力的相关手续。 

10.2.2 东昊电力拥有的专利 

截至报告期末，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拥有已授实用新型专利 22 项，具体情

况如下： 

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期限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东昊

电力 
玻璃钢外壳 201520723987X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2  
东昊

电力 

110kV环氧型

绝缘铜外壳 
2015207266063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3  
东昊

电力 

110kV阻燃环

氧型绝缘铜

外壳 

2015207270586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4  
东昊

电力 

地埋式交叉

互联接地箱 
2015207271324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5  
东昊

电力 

地埋式直接

接地箱 
2015207277763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6  
东昊

电力 

110kV直通接

头铜外壳 
2015207283389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7  
东昊

电力 

地埋式保护

接地箱 
2015207283961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8  
东昊

电力 

220kV环氧型

绝缘铜外壳 
2015207288113 

实用

新型 
至 2025-9-17 

自行

申请 
否 

9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中间接头

用铜外壳的

右侧铜外壳 

2013207588496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0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中间接头

铜外壳的接

地脚 

2013207609897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1  
东昊

电力 

一种电缆接

头用的左侧

铜外壳改进

结构 

2013207610038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2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中间接头

铜外壳的接

地脚改进结

构 

2013207610042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3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接头用铜

外壳的右侧

铜外壳  

2013207610112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http://cpquery.sipo.gov.cn/javascript:;
http://cpquery.sipo.gov.cn/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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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期限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4  
东昊

电力 

一种电缆中

间接头用铜

外壳的右侧

铜外壳 

2013207610146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5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中间接头

铜外壳的法

兰结构 

2013207610150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6  
东昊

电力 

一种电缆中

间接头的左

侧铜外壳 

2013207616087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7  
东昊

电力 

一种电缆接

头用的左侧

铜外壳 

2013207616091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8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接头铜外

壳的接地脚 

2013207616369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19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中间接头

铜外壳的法

兰改进结构 

2013207715877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20  
东昊

电力 

一种交联电

缆接头用的

左侧铜外壳

改进结构 

2013207716225 
实用

新型 
至 2023-11-25 

自行

申请 
否 

21  
东昊

电力 

一种高压电

缆中间接头 
201320539674X 

实用

新型 
至 2023-9-1 

自行

申请 
否 

22  
六维

电力 

交联电缆中

间接头保护

壳 

2013203602687 
实用

新型 
至 2023-6-23 

自行

申请 
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东昊电力上述专利权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权属纠纷，专利不存在设置担保或行

使权利受到其他限制的情形。 

10.3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有关法律的规

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合法拥有其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相关资产

不存在产权纠纷。 

10.4  主要租赁房屋 

六维电力已与吴江市龙信五金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吴江市龙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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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厂将其位于吴江市汾湖镇城司路北侧厂房 1 幢的房屋出租给六维电力，房屋建

筑面积为 493.22 平方米，租金为 60,000 元每年，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8 月 8 日

至 2018年 8月 7日。 

10.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律

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主要财产的取得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形，东昊电力原始取得的技术不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

发明问题、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也不存在竞业禁止问题。 

（2） 东昊电力目前资产权属清晰、证件齐备，除前述已经披露的他项权

利外不存在其他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也不存在资产

产权共有的情形或对他方重大依赖的情形。 

（3） 因 2016年 7月东昊电力名称变更，公司部分产权证书更名手续正在

办理中，该产权证书的权利人名称变更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一、 东昊电力的重大债权债务 

截至报告期末，对东昊电力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及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如下： 

11.1 销售合同 

报告期内，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超过 60万元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签署时间 客户名称 销售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 
履行情况 

1 2015/07/29 
长园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 
东昊有限 

铜外壳、铝

焊条 
626,800.00 履行完成 

2 2016/04/08 
长园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 
东昊有限 铜外壳 664,800.00 履行完成 

3 2016/12/28 
长园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 1,813,300.00 履行完成 

4 2016/12/28 
长园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玻

璃钢外壳、

铅焊条 

1,813,300.00 履行完成 

5 2017/04/11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 837,800.00 履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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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签署时间 客户名称 销售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 
履行情况 

6 2017/05/02 
长园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玻

璃钢外壳 
1,059,000.00 履行完成 

7 2017/05/06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 3,552,000.00 履行完成 

8 2017/05/06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 888,000.00 履行完成 

9 2017/05/10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 888,000.00 履行完成 

10 2017/05/25 
长园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铜外壳 1,162,100.00 履行完成 

11 2015/05/28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2,307,000.00 履行完成 

12 2015/10/22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615,000.00 履行完成 

13 2016/02/15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640,000.00 履行完成 

14 2016/03/04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800,000.00 履行完成 

15 2016/04/22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672,000.00 履行完成 

16 2016/04/22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666,000.00 履行完成 

17 2016/07/18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638,640.00 履行完成 

18 2017/03/20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795,000.00 履行完成 

19 2017/05/06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铜外壳 600,000.00 履行完成 

11.2 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20 万元以上且对公司持续

经营、财务状况或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采购合同如下： 

序

号 
签署时间 销售方 采购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 
履行情况 

1 2015/05/23 
宁波市江东区康久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东昊有限 紫铜板 244,271.45 履行完成 

2 2016/12/23 
宁波市江东区康久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紫铜板、

黄铜板 
239,148.32 履行完成 

3 2017/02/10 
宁波市江东区康久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紫铜板 233,685.75 履行完成 

4 2017/07/24 
宁波市江东区康久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东昊电力 

黄铜板、

紫铜板 
284,461.50 履行完成 

5 2016/02/16 
芜湖正金精密铜业

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紫铜板 843,048.43 履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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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署时间 销售方 采购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 
履行情况 

6 2016/02/18 
绍兴市上虞金鹰铜

业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紫铜管 859,220.00 履行完成 

7 2016/02/19 
宁波市江东区康久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紫铜板、

黄铜板 
247,482.55 履行完成 

8 2016/08/18 
绍兴市上虞金鹰铜

业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紫铜管 214,375.00 履行完成 

9 2016/10/31 
绍兴上虞浦桥铜业

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紫铜管 214,215.00 履行完成 

10 2017/03/03 
绍兴上虞浦桥铜业

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紫铜管 284,360.00 履行完成 

11 2017/04/24 
宁波市江东区康久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六维电力 紫铜板 208,364.00 履行完成 

11.3 借款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东昊电力签订的重大借款合同如下： 

序

号 
借款期限 

借款

方 
贷款方 

合同金

额（元） 

履行情

况 

担保

情况 
担保合同编号 

1 
2015/04/14-2

016/04/09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毕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40011214 号 

2 
2015/07/28-2

016/07/25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40011214 号 

3 
2015/09/16-2

016/07/25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1,000,0

00 

履行完

成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40011214 号 

4 
2015/10/29-2

016/07/25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1,000,0

00 

履行完

成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40011214 号 

5 
2015/12/29-2

016/12/28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50019614 号 

6 
2015/12/30-2

016/12/29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证 

太平洋保险小额贷款

追偿协议、鄞银（云龙

支行）最保字第

20150023313 号 

7 
2015/12/30-2

016/06/29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1,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50023313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50019814 号 

8 
2015/12/30-2

016/12/29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50023313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500198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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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期限 

借款

方 
贷款方 

合同金

额（元） 

履行情

况 

担保

情况 
担保合同编号 

抵押

担保 

9 
2016/7/6-201

6/12/29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40011214 号 

1

0 

2016/7/7-201

6/12/29 

东昊

有限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40011214 号 

1

1 

2016/12/29-2

017/6/23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16910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60048114 

1

2 

2016/12/29-2

017/6/24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17010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60048114 号 

1

3 

2016/12/29-2

017/12/28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23113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50019614 号 

1

4 

2016/12/30-2

017/12/28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23113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60048114 号 

1

5 

2016/12/30-2

017/12/28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履行完

成 

连带

责任

保证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50023313 号 

1

6 

2017/3/20-20

17/9/20 

东昊

电力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家

高新区支行 

970,000 
履行完

成 

承兑

汇票

质押 

-- 

1

7 

2017/6/21-20

18/6/19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正在履

行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23113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60048114 号 

1

8 

2017/6/22-20

18/6/19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正在履

行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23113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600481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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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期限 

借款

方 
贷款方 

合同金

额（元） 

履行情

况 

担保

情况 
担保合同编号 

1

9 

2017/07/17-2

018/01/16 

东昊

电力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公司宁

波市鄞州分行 

4,000,0

00 

正在履

行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州 2017 人抵 126、鄞

州 2017 人个保 103、鄞

州 2017 人抵 120 

2

0 

2017/09//18-

2017/09//18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2,000,0

00 

正在履

行 

连带

责任

保证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23113 号 

2

1 

2017/09/20-2

018/09/19 

东昊

电力 

宁波鄞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龙

支行 

1,500,0

00 

正在履

行 

连带

责任

保

证、

抵押

担保 

鄞银（云龙支行）最保

字第 20160023113 号、

鄞银（云龙支行）最抵

字第 20160048114 号 

注：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龙支行更名前为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云龙

支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序号 13、14、15借款合同已提前清偿。 

11.4 根据东昊电力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不存在因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11.5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

收和应付款均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其形成合法有效。 

1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律师

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向本所提供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并且有关

合同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2） 东昊电力是上述合同或协议的签约主体，不存在需变更合同主体的

情形。 

（3） 东昊电力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

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4） 除本法律意见书第 9.2节“东昊电力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所

述外，东昊电力与关联方之间并无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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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

收和应付款均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其形成合法有效。 

 

十二、 东昊电力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2.1  东昊电力设立至今的股本变动情况 

东昊电力设立至今的股本变动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七节“东昊电力的股

本及演变”。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上述股本变动的程序、内容符合当时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其股本变动行为合法有效。 

12.2  经东昊电力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报告期内存在重大资产

收购行为，东昊电力2015年12月收购了六维电力。 

12.3 经东昊电力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设立至今无分立的行为。 

12.4  经东昊电力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无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

换、资产剥离、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 

12.5  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律师经

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历次注册资本变动的程序、内容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注册资本变动行为合法有效。 

（2） 东昊电力重大资产收购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3） 东昊电力设立至今不存在分立的行为。 

（4） 东昊电力无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资产收

购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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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东昊电力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13.1  东昊电力章程的制定 

2016年6月15日，东昊电力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东

昊电力《公司章程》，并于2016年7月8日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报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生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东昊电力章程的制定已经履行了法定程序；东昊电

力《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13.2 最近两年东昊电力章程的修改 

2015年12月31日，因公司增资，公司各股东签订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6年1月21日，因公司增资，公司各股东签订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6年1月28日，因公司增资，公司各股东签订了新的公司章程。 

13.3 东昊电力的章程草案 

为本次挂牌目的，东昊电力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

必备条款》等相关规定对公司现行章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宁波东昊电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挂牌后适用）》已经东昊电力于2016年7月24日召开

的东昊电力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东昊电力本次挂牌后生

效。 

13.4  查验与结论 

根据《公司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章程的制定已履行法定程序。  

（2） 东昊电力现行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东昊电力的《公司章程（草案-挂牌后适用）》已按《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起草，业经东昊电力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将在本次挂牌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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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东昊电力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14.1  根据东昊电力现行章程，东昊电力设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经营管理层等组织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 

14.1.1 东昊电力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按照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东昊电力现有股东 9名，其中自然

人股东 8名，非自然人股东 1名。 

14.1.2 东昊电力董事会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

作。东昊电力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董事任期为三年，可连选连任；董事会设

董事长一名。 

14.1.3 东昊电力监事会负责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对董事、经

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东昊电

力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

担任，股东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

产生和更换；目前由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为一名，不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

一；监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14.1.4 东昊电力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任期三年，可以连

聘连任。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14.1.5 东昊电力董事会、监事会中由股东提名的董事、监事，由东昊电力

创立大会选举产生；现任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现任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

举产生，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 

14.2  东昊电力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上述各制度的相关内容和设定的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14.3  东昊电力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制度。上述各制度的相关内容和设定的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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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根据东昊电力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资料，东昊

电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召集时间、召开次数等方面与其《公司章程》

规定的一致，其决议内容及签署均符合有关规定。 

14.5  根据东昊电力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东昊电力历次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14.6  根据《公司法》及东昊电力《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经

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结构，上述

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东昊电力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东昊电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

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4） 东昊电力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十五、 东昊电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15.1  东昊电力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东昊电力《公司章程》规定，东昊电力现有董事会成员5名；监事会成

员3名，其中1名为职工代表监事；董事会聘任总经理1人，董事会秘书1人，财务

总监1人。具体任职情况为： 

 序号 姓名 职务 

董 

事 

1  张璟 董事长 

2  董昀 董事 

3  董超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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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姓名 职务 

4  朱德利 董事 

5  徐琼 董事 

监 

事 

1  沈频 监事会主席 

2  杨莲宁 监事 

3  朱元华 职工代表监事 

高级

管理

人员 

1  董超 总经理 

2  董昀 董事会秘书 

3  王显波 财务总监 

根据东昊电力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和会议记录及本所律师的核查，东昊电

力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东昊

电力《公司章程》的规定。 

15.2  报告期内东昊电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15.2.1 东昊电力董事变化情况 

报告期初，东昊有限不设立董事会，执行董事为张璟。 

2016年 6月 15日，东昊电力创立大会选举张璟、董昀、董超、朱德利、徐

琼为公司董事，同日东昊电力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璟为董事长。 

15.2.2 东昊电力监事变化情况 

报告期初，东昊电力不设立监事会，监事为董昀。 

2016年 6月 15日，东昊电力创立大会选举沈频、杨莲宁为公司监事，同时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朱元华为职工代表监事，同日东昊电力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沈频为监事会主席。 

15.2.3 东昊电力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报告期初，东昊电力经理为张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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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月 15日，东昊电力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超为总经理，

选举董昀为董事会秘书，选举王显波为财务总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

符合有关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15.3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

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所述有关禁止任职的情形；根据东昊电力及全体董事、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承诺及本所律师的核查，东昊电力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也不存在所兼职单位规定

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疵。 

（2） 东昊电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东昊电力章程的规定；东昊电力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 24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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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东昊电力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符合有关规

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不存在重

大变化。 

（4） 东昊电力现任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章程约

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义务的问题；东昊电力的董事、监事、高管最近 24个月

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十六、 东昊电力的税务  

16.1  东昊电力现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东昊电力提供的文件和《审计报告》，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现执行的主

要税种、税率及适用的相关法规、政策情况如下：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 7%、5%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5% 

16.2 东昊电力在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主管税务部门认定，东昊电缆附件有

限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享受15%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 

16.3 东昊电力在报告期内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东昊电力报告期内享受的主要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项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度 2015 年度 相关依据文件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 
  600,000.00 

鄞财企拨

[2014]10号 
与收益相关 

中小企业创

新资金 
  300,000.00 

鄞科[2015]18

号 
与收益相关 

市级以上科

技项目奖励 
  10,000.00 云党[2014]8号 与收益相关 

各级工程中

心奖励 
  10,000.00 云党[2014]8号 与收益相关 

市级科技型

企业奖励 
  10,000.00 云党[2014]8号 与收益相关 

工业经济政

策安全工作

奖励 

  5,000.00 云党[2014]8号 与收益相关 

工业经济政

策专利奖励 
  30,000.00 云党[2014]8号 与收益相关 

标准化创建

奖励 
  14,000.00 

鄞安监管

[2015]65号 
与收益相关 

专利发明补

助 
 29,000.00   与收益相关 

技术创新补

助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79,000.00 979,000.00   

16.4 根据东昊电力所在地的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等材料，公司

及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涉税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税务部门其他行政处罚

东昊电力报告期内依法纳税，执行税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要求，

未发现偷逃税款行为，未发现存在违反国家税务法律、法规的情形，未受过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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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16.5  根据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

认为： 

（1） 东昊电力目前执行的税种及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东昊电力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2） 根据东昊电力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

电力近两年不存在受到税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 

 

十七、 东昊电力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东昊电力

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根据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宁波东昊电缆附件有限公司年产电缆附件5800

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鄞环验[2016]65号），鄞州区环境保护局验收组

对公司的上述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验收，认为公司上述项目申请验收的资料、手

续齐全，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达到了国家标准控制要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条件，同意项目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2015年12月5日，公司取得了宁

波市鄞州区城市管理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150215），排水户类型

为正式。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8月5日以鄞环建[2017]95号文件批复

了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万套高压电缆接头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办理环评验收手续。根据东昊电力的业务

流程，东昊电力日常环保合法合规，东昊电力确认其自2014年起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未受过该局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六维电

力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经

2017 年 2 月 7 日对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进行确认，该环保部门认为，六维

电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试行）》中所列举

的污染因子，故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 

17.1 根据《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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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实

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公司

主营业务是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不属于《安全生产法》

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所规定的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行业，不需要取得

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77 号）第七条的规定：“下列建设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一）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二）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 

（三）生产、储存烟花爆竹的建设项目；（四）金属冶炼建设项目；（五）使用危

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建设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生

产的除外，以下简称化工建设项目)；（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

建设项目。”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建设项目均不属于《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建设项目，不存在应向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后方得投产使用的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均取得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三

级企业（机械）证书。为确保生产的安全开展，公司已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机制，

制定了安全生产文明守则并配备了相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实施了安全防护措

施，并对员工定期进行安全培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及应急能力。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开具的《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及

期后不存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方面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根据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所出具的《证明》，六维电力在报告期内及期后遵守安全生产相

关法律法规，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也未受到安监部门的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出具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公开网络查询，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

安全生产事项涉讼情况及行政处罚情形。 

17.2 公司的质量标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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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东昊电力于 2015年 10月 29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东昊电

力研发投入、收入、研发人员等情况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东昊电力可以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 

17.4 根据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昊

电力报告期内不存在被该局处罚的情形。 

17.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 东昊电力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2） 东昊电力近两年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重大处罚。 

（3） 东昊电力的产品符合国家关于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监督标准的要

求；东昊电力近两年未发生因违反产品质量或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

罚的情形。 

 

十八、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等  

18.1 本 所 律 师 查 通 过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shixin.court.gov.cn/ ）、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等公开网络途径检索，并取得了公司、

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营业执照及身份证明文件，取得上述人员出具的声明承诺以及征信报

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

情形。 

通过在宁波市环保监管网站、食品药品监管网站、质量技术监管网站，及苏

州市环保监管网站、食品药品监管网站、质量技术监管网站检索上述主体名称，

确认东昊电力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被上述监管部门列入“黑名单”的情形。根据税

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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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均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东昊电力及其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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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昊电力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均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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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东昊电力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18.2 报告期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存在的诉讼案件情

况如下： 

序号 法院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标的额（元） 案件状态 

1 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7）

浙02民初

510号 

东昊

电力 

余姚市马渚

搏展电缆附

件厂 

专利

侵权

纠纷 

100,000.00 已撤诉 

2 
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7）

浙02民初

511号 

东昊

电力 

余姚市马渚

搏展电缆附

件厂 

专利

侵权

纠纷 

100,000,00 已撤诉 

3 
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7）

浙02民初

512号 

东昊

电力 

余姚市马渚

搏展电缆附

件厂 

专利

侵权

纠纷 

100,000.00 已撤诉 

4 
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7）

浙02民初

513号 

东昊

电力 

余姚市马渚

搏展电缆附

件厂 

专利

侵权

纠纷 

500,000.00 审理中 

5 
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7）

浙02民初

514号 

东昊

电力 

余姚市马渚

搏展电缆附

件厂 

专利

侵权

纠纷 

100,000.00 已撤诉 

2017年3月10日，公司以余姚市马渚搏展电缆附件厂未经许可大规模生产销

售的产品涉嫌侵害其实用新型专利权且相关证据可能灭失以后难以取得为由向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

年3月26日分别作出（2017）浙02证保11号、（2017）浙02证保12号、（2017）浙

02证保13号、（2017）浙02证保14号、（2017）浙02证保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

余姚市马渚搏展电缆附件厂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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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0日，公司作为原告以侵犯专利权为由将余姚市马渚搏展电缆附

件厂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五案件诉讼请求包括要求被告立即停

止制造、销售侵犯原告专利的产品、立即销毁库存侵权产品及用于制造侵权产品

的专用模具、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维权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50万元。 

2017年6月27日，公司就序号1、2、3、5案件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撤诉申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撤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同

时，公司申请将案号为（2017）浙02民初513号的案件诉讼标的额变更为50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案件仍在审理中。 

根据东昊电力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除上述已披露情形外，东昊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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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东昊电力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3） 根据东昊电力提供的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邱隘派出所出具的前科

证明文件，东昊电力董监高最近 24个月不存在违法行为. 

（4） 根据东昊电力提供的材料，东昊电力不存在劳动社保、消防、工商、

质检等合规经营方面的问题和法律风险。 

 

十九、 推荐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东昊电力已聘请国融证券作为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2016年 4月 20日颁发的

股转系统函[2016]3142 号《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国融证券已分别于 2013 年 7

月 9日、2014年 7月 28日获准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

推荐业务和经纪业务。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国融证券具备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和经纪业务的资格，符合《业务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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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东昊电力或其股东的私募基金备案 

根据东昊电力及其股东出具的说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对东昊电力及其股东

的核查（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基金投资业协会网站 http://www.amac.org.cn/

查询相关主体的信息），东昊电力及其股东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规定的需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主体 核查手段 
是否需要

备案 

是否完成

备案 

1  东昊电力 

中国证券基金投资业协会网站

http://www.amac.org.cn/查询及

该股东提供的《情况说明》 

否 否 

2  昊德投资 

中国证券基金投资业协会网站

http://www.amac.org.cn/查询及

该股东提供的《情况说明》 

否 否 

 

二十一、 结论  

综上所述，东昊电力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股

票的有关条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对东昊电力本次挂牌有重大不

利影响的法律障碍。东昊电力本次挂牌尚需获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

的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2017年10月30日。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正

本五份，无副本。 

（下接签署页） 

http://www.amac.org.cn/
http://www.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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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TCYJS2017H1126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东昊

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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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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