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之 

法律意见书 

 

 

 

 

 

 

 



 

 

 

目录 

 

目录 ................................................................................................................................................. 1 

释义 ................................................................................................................................................. 3 

致：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 

一、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批准和授权 .................................... 7 

二、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主体资格 ......................................... 7 

三、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实质条件 ......................................... 8 

四、公司的设立 ........................................................................................................................ 11 

五、公司的独立性 ................................................................................................................... 13 

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15 

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 22 

八、公司的业务 ........................................................................................................................ 27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 28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 34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 36 

十二、公司重大投资、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重要事项 .......................................... 41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 42 

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 43 

十五、公司核心技术与核心技术人员 ............................................................................... 50 

十六、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 50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 ............................................................. 52 



 

2 
 

十八、公司的劳动人事 .......................................................................................................... 54 

十九、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 54 

二十、推荐机构 ........................................................................................................................ 55 

二十一、结论 ............................................................................................................................ 55 

 

 

 

  



 

3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公

司 

指 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厦门欧贝工业部件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本所 指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挂牌 指 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行为 

《审计报告》 指 大华审字（2017）008171 号《审计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修订）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挂牌条件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

标准指引(试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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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指 

由公司创立大会通过的《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 

注：本法律意见书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本法律意见

书中未列单位的数据，单位均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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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之 

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本

所根据与厦门欧贝工业部件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接受厦门欧

贝工业部件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厦门欧贝

工业部件有限公司已整体变更为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

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对公司本次挂牌的合法性及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

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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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本次挂牌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

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

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引用时，不得

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

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并且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

说明。 

5、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

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

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

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

价的适当资格。  

6、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

言。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与本次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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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一、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

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协议

转让方式的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

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协

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同

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挂牌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法定程序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董事会、股东大

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挂牌相关事宜，授

权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挂牌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依法设立 

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来，2015 年 11 月

27 日设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200784184222G。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

司（非上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彭良勇；住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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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东路 11 号伟业楼 4 楼南区；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机械

零部件、轴承及其配件、机电产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公司合法存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

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

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等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

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主体资格。 

三、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则》、《挂牌条

件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所应具备的

实质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并依赖其他专业机构的专业

意见，本所律师认为： 

（一） 公司存续满两年 

公司是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后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故公司存续期间

可以从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从有限公司设立至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日，

公司已经持续经营两年以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一）项、《挂牌条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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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的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如下： 

项目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0,662,812.19 7,168,003.03 14,291,028.42 9,640,799.36 13,313,057.24 9,017,698.52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营业收入均为主营业务

收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二）项、《挂

牌条件指引》第二条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如本法律意见书“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所述，公司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董事会秘书制度。同时，公司还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实施细则》、《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内部管理制度。 

2、如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的税务”、“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

质量、技术等标准”所述，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相关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不存在因违反工商、税务、安全

生产、质量监督等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如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五）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情况”所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一期不



 

10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如本法律意见书“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所述，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

职资格。 

3、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被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

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

法履行职责，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2.1 第（三）

项、《挂牌条件指引》第三条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如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发起人的资格，公司的现有股东目前均具有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公司的设立及股票发

行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履行了必要的验资程序及工商登记程序，真

实、有效，不存在权属纠纷。 

如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所述，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

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必

要的验资程序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程序，真实、有效，股权结构清晰，

不存在权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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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

务规则》2.1 条第（四）项、《挂牌条件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五）公司已与主办券商签订《推荐挂牌与持续督导协议》 

公司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推荐挂牌与持续督导协议》，符合《业

务规则》2.1 条第（五）项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已经具

备本次挂牌的条件，但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的审查意见。 

四、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的设立条件与方式 

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5]0755 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有限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10,000,856.93 元。 

2015 年 9 月 30 日，湖南公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湘公评司字[2015]第

267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为 1,021.73 万元。 

2015 年 9 月 30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按照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变更为公司，以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5]0755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基准日净资产人民币 10,000,856.93 元折合为股

本 1000 万股，每股人民币 1.00 元，整体变更为公司，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名称变更为“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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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全体发起人正式签署了设立公司的《发起人协议》，就拟设立的公司

的名称、宗旨、经营范围、股份总数、出资方式、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

做出了明确约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系以有限公司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折合的股本不高于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存在以评估值入

资设立股份公司的情况。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履行了审计、资产评估，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 

2015 年 10 月 8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全体发起人均出席了会议，一致同意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

以净资产折股的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欧贝传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制定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创立大会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 

（三）公司设立过程中的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2015 年 10 月 2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兴财

光华审验字（2015）07150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10 月 2 日止，公司已

将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30 日净资产人民币 10,000,856.93 元折合为股本 1000 万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取得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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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200784184222G。 

综上，公司的设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公司设立合法有效。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的业务独立 

公司主营业务为轴承的研发、设计、销售，主营业务的开展未依赖其股东

和其他关联方，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体系、生产体系、销售体系，

公司流程规范，有章可循，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独立。 

（二）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原有限公司所有资产（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全部由公司承继，确保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结构，

具备与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资产混同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1、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

成，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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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规定。 

2、根据公司及其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核心技术人员的声明和

保证及本所律师对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核查，公司

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有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的情

形，也未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的情形；公司的财务

人员为专职，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

不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法律规定，亦不存在关于前述事项的纠纷或

潜在纠纷，也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人员独立。 

（四）公司的机构独立 

根据公司提供的组织结构图并经本所律师调查，公司已建立健全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按照业务体系的需要设立了健全的内部

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公司各机构和各内部职能部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不存在与股东及其

控制的其它企业有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机构独立。 

（五）公司的财务独立 

l、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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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2、公司取得《开户许可证》，公司独立运营资金，不存在与股东共用银行

账户的情形。 

3、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股东以

借款、代偿债务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上均保持相互独立。 

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发起人 

公司发起人为彭良勇、陈孝煜、康立立，发起人住所均在中国大陆。 

（二）公司股东 

1、股东及持股比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及持股数量与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彭良勇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4,000,000 40.00 

2 陈孝煜  3,473,700 34.74 

3 康立立  2,526,300 25.26 

合计  10,000,000 100.00 

2、股东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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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是否存在质

押 

1 彭良勇 4,000,000 40.00 自然人 是 

2 陈孝煜 3,473,700 34.74 自然人 是 

3 康立立 2,526,300 25.26 自然人 是 

3、股东适格性 

根据公司股东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简历、声明函，自然人股东均为中国

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住所均在中国境内，不存在

受到刑事处罚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

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1984】27 号）、《关于

“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冲突的经商办企

业活动”的解释》（中纪发【2000】4 号）、《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执行）（中纪发【2001】2 号》、《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际机关退（离）干部经商办企

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办发【1988】11 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军

发【2010】2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

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股东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符合公司

股东适格性的要求。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 

1、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

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

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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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

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

人。 

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第四十

八条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规定：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

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

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指

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支配、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

从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挂牌公司控制权：

（1）为挂牌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际支配挂牌公司股份表

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配挂牌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挂牌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认定的其

他情形。 

1、 控股股东的认定： 

报告期初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低于 50.00%，

公司无控股股东。 

2、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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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两年内，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良勇持有公司 40%的股份，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彭良勇作为董事长，负责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等；作为总经理，提名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并经董事会

聘任。 

2）2017 年 11 月 21 日，彭良勇与陈孝煜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最近两年内，彭良勇、陈孝煜在历次股东（大）会中，表决均一致，具体

如下： 

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内容 彭良勇 陈孝煜 

2015-10-08  

创 立 大 会 暨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了公司的《公司章程》，选举产生

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 

同意 同意 

2015-10-20  
201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实施细则》、《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 

同意 同意 

2016-05-06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同意 同意 

2016-07-15 
2015 年年度股

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

作报告》、《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等 

同意 同意 

2016-10-25 
2016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同意 同意 

2017-07-20 
2016 年年度股

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

作报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等 

同意 同意 

2017-10-09 2017 年第一次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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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更换董事；修改《公司章程》；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 

2017-11-03 
2017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选举许振明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同意 同意 

2017-11-25 
2017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选举罗善龙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同意 同意 

在陈孝煜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彭良勇、陈孝煜在历次董事会表决中均保持一

致，具体如下： 

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内容 彭良勇 陈孝煜 

2015-10-08 
第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厦门欧贝传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总经理工作细则》、《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实施细则》、《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文

件 

同意 同意 

2016-03-04 
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 

关于《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聘任事宜》的议案 
同意 同意 

2016-04-20 
第一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同意 同意 

2016-06-20 
第一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评

估报告》、《2016 年 1-5 月董事会工作

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董事会工

作报告》、《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同意 

2016-10-10 
第一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同意 同意 

2017-06-25 
第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评

估报告》、《2017 年 1-5 月董事会工作

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董事会工

作报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等 

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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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19  
第一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修改

《公司章程》；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同意 同意 

2017-10-30 
第一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确认和批准出具《审计报告》 同意 同意 

故双方对《一致行动协议》签订前形成的事实上的一致行动关系进行追认，

并约定自《一致行动协议》签订后，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时，陈孝煜将与彭良

勇保持一致行动，一致行动的具体约定为：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

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陈孝煜将与彭良勇保

持一致；若陈孝煜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时，

须事先与彭良勇充分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双方共同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时，若双方的意见不一

致，应以彭良勇的意思表示为一致行动意思表示。 

3）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彭良勇持有公司 4,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40.00%；陈孝煜持有公司 3,473,7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4.74%。彭良勇与

陈孝煜通过上述一致行动安排，合计享有公司 74.74%股份的表决权，能够对股

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实际支配公司行为。 

综上，彭良勇与陈孝煜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彭良勇，男，197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0 年 7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大区经理；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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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期三年。 

陈孝煜，男，1993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办事员；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公司董事；2016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销售经理。 

2、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变化情况 

最近两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公司股东相互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陈孝煜为彭良勇一致行动人。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情况 

经人民法院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

被执行人信息查询（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检索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现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未被列入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人员名

单、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通过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函以及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

记录证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受刑事、行政处罚、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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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历史沿革 

1、有限公司成立及首期出资 

2006 年 5 月 18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魏玲珍、黄芳、康立立出席了会

议，决议成立厦门欧贝工业部件有限公司，并通过《公司章程》。根据《公司章

程》，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分两期出资，第一期出资人民币 10 万元，

由黄芳、康立立、魏珍玲分别缴纳 3 万元、3 万元、4 万元，第二期出资 40 万元

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前缴足。 

2006 年 5 月 19 日，厦门楚瀚正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厦楚正会验字

[2006]第 079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06 年 5 月 19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

行了审验，验证公司已收到魏玲珍出资 4 万元，黄芳出资 3 万元，康立立出资 3

万元。上述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06 年 5 月 22 日，有限公司取得了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502032066834，法定代表人为黄芳，公司住所地为

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 195 号 1604 室，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工业部件和原材料；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有限公司设立时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实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魏玲珍 20.00 4.00 货币 40.00 

2 黄芳 15.00 3.00 货币 30.00 

3 康立立 15.00 3.00 货币 30.00 

合计 50.00 10.00  100.00 

2、第一次股权转让及缴足第二期注册资本 

2008 年 4 月 29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康立立将所持有

公司 5%的股权以 0.5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汤凌，所转让的 5%股权中尚未到

资的注册资本 2 万元由汤凌按章程规定如期到资；同意康立立将所持有公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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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以 0.1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黄芳，所转让的 1%股权中尚未到资的注

册资本 0.4 万元由黄芳按章程规定如期到资；同意魏玲珍将所持有公司 2%的股

权以 0.2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黄芳，所转让的 2%股权中尚未到资的注册资

本 0.8 万元由黄芳按章程规定如期到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本次股权转

让价格为 1 元/元注册资本，实缴部分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已支付。 

同日，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8 年 5 月 7 日，厦门新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夏新昌会验字[2008]

第 Y0222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08 年 5 月 6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

审验，验证公司已收到魏玲珍出资 15.2 万元，黄芳出资 13.2 万元，康立立出资

9.6 万元，汤凌出资 2 万元。上述出资方式均为货币，本次变更后公司累计的实

收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 

2008 年 5 月 15 日，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

公司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实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魏玲珍 19.00 19.00 货币 38.00 

2 黄芳 16.50 16.50 货币 33.00 

3 康立立 12.00 12.00 货币 24.00 

4 汤凌 2.50 2.50 货币 5.00 

合计 50.00 50.00  100.00 

3、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4 月 19 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汤凌将其在有限公司的出资 0.87 万

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1.74%）转让给黄芳，1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2%）转让给

魏玲珍，0.63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1.26%）转让给康立立，其他股东放弃优先

受让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元注册资本，价款已支付。 

同日，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3 年 4 月 25 日，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司出

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 实缴出资数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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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万元） 

1 魏玲珍 20.00 20.00 货币 40.00 

2 黄芳 17.37 17.37 货币 34.74 

3 康立立 12.63 12.63 货币 25.26 

合计 50.00 50.00  100.00 

4、第三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增资 

2013 年 4 月 27 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魏玲珍将其在有限公司的出资 5 万

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10%）转让给彭良勇，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同日，双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魏玲珍与彭良

勇系母子关系，本次股权转让款未实际支付。 

2013 年 4 月 27 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50 万元增加至

1,000 万元，新增 950 万元由股东黄芳认缴 330 万元，康立立认缴 240 万元，魏玲

珍认缴 285 万元，彭良勇认缴 95 万元。 

2013年4月15日，厦门中永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厦中永旭验字[2013]

第 NY697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3 年 4 月 12 日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

了审验，验证公司已收到黄芳、康立立、魏玲珍和彭良勇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

计 950 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本次变更后，公司累计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

本为 1,000 万元。 

经康立立与黄芳确认，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在先债务，因此，本次增资款项中，

由黄芳代康立立缴纳 240 万增资款。双方对该款项的支付及股权的归属无争议。 

2013 年 5 月 16 日，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司出

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实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黄芳 347.37 347.37 货币 34.74 

2 魏玲珍 300.00 300.00 货币 30.00 

3 康立立 252.63 252.63 货币 25.26 

4 彭良勇 100.00 100.00 货币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5、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4 月 20 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魏玲珍将其在有限公司的出资 300



 

25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30.00%）转让给彭良勇，黄芳将其在有限公司的出资 347.37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34.74%）转让陈孝煜，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同日，各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因魏玲珍与彭良勇系母子关系，双方之间股权转让款未实际支付。陈孝煜于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累计向黄芳丈夫郑卫国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347

万余元。 

2015 年 4 月 28 日，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事项。至此，公司出

资情况及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实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彭良勇 400.00 400.00 货币 40.00 

2 陈孝煜 347.37 347.37 货币 34.74 

3 康立立 252.63 252.63 货币 25.26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6、股份制改制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 

本所律师认为：有限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已由股东足额缴纳；有限公司

自成立之后的历次股权变动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合规；有限公司改

制为公司的程序、条件与方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的股份发行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权属纠纷。 

（二）公司的股份限售安排及质押情况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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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

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

其他限制性规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二节第八条规定：“挂

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分三批解除转让

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

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

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券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

市初始库存股票除外。 

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

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一年以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

的除外）；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其他持有公司股份的人员，自愿锁定其股份的，应遵守其关于锁定期的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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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规定的股份锁定外，公司股东对其所持公司股份未作出其他自愿锁

定的承诺。 

2017 年 3 月 14 日，公司与招行厦门分行签订了《授信协议》（编号 2017 年

厦小三字第 0817790002 号），协议中约定招行厦门分行向公司提供 150 万的授信

额度，授信期限为 2017 年 3 月 29 日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同时，股东彭良勇、

陈孝煜、康立立和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行厦门

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彭良勇、陈孝煜和康立立以其各自持有的

计 30%的股权向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了最高额质押反担保并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公司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除上述股权质押情况外，公司的股份均不存在其他争议事项的情形，也不

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机械

零部件、轴承及其配件、机电产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核查，公司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资质 

公司业务的开展无需资质、许可、特许经营权等行政许可或行业准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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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产品无需国家强制性产品检验认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及许可，生产经营合法

合规；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不存在相关资

质将到期的情况。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轴承的研发、设计、销售。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发生主营业

务变更事项，主营业务明确。 

（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的声明、《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未出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应当终止的事由，主要经营性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

拍卖等强制性措施。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受到有关政

府部门的处罚，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无法持续经营的

情形。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公司设立至今，其经营范围没有发生过重

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明确，不存在持续经营的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主要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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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关联方主要依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

方披露》（财会[2006]3 号）的标准进行认定。 

1、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 

名称/姓名 与公司关系 持股比例（%） 

彭良勇 实际控制人 40.00 

陈孝煜 实际控制人 34.74 

康立立 股东 25.26 

2、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1 彭良勇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2 吴鸿朝 董事 

3 刘东雷 董事 

4 陈昌莲 董事、董事会秘书 

5 罗善龙 董事 

6 沈添发 职工监事 

7 陈汉阳 监事会主席 

8 唐宝兰 职工监事 

9 刘薇薇 财务总监 

3、其他关联方 

序号 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1 魏玲珍 彭良勇母亲，2015 年 4 月之前为公司股东 

2 厦门鸿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唐宝兰持股 20%并担任监事 

3 绿草人（厦门）贸易有限公司 监事唐宝兰持股 10% 

4 厦门斯威埃沧海重工有限公司 
彭良勇岳父黄建文持股 50%、魏玲珍持股

50% 

4、历史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黄芳 2015 年 4 月之前为公司股东 

许振明 
2017 年 11 月 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5 日为公司

董事 

厦门福山培林工业部件有限公司 黄芳持股 71.3% 

福建凯斯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黄芳持股 30%，厦门福山培林工业部件有限

公司持股 70%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许振明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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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厦门厦工中铁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许振明任董事长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许振明任董事 

主要关联自然人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二）主要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近两年及一期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厦门斯威埃沧海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0,211.42 

厦门福山培林工业部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62,686.76 

福建凯斯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179.49 

合计    1,357,077.67 

占销售总额的比例    10.19% 

(2)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厦门斯威埃沧海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66,912.87 

厦门福山培林工业部件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789,936.57 

福建凯斯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963,400.03 

合计    5,520,249.47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49.41%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轴承的研发、设计、销售，而轴承产品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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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众多，公司与关联方的产品规格差异较大，分别拥有对方所没有的产品规格，

因此，公司与关联方存在销售与采购并存的情况，符合行业特征。公司相关关

联交易均按市场价进行，同类产品的出售或采购，关联方的价格与非关联方的

价格无明显差异，合同所载的主要条款与非关联方无差异。公司相关关联交易

具有公允性。 

股份公司成立以后，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营，保持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

已于 2015 年 10 月开始彻底停止了相关关联交易。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拆借 

 向关联方拆入资金：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彭良勇 2,450,000.00 2014.年 7 月 2015 年 2 月 

厦门斯威埃沧海重工有限公司 3,250,000.00 2014.年 12 月 2015 年 8 月 

厦门福山培林工业部件有限公司 36,437.00 2015 年 2 月 2015 年 8 月 

福建凯斯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1,970,000.00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8 月 

合计 7,706,437.00   

向关联方拆出资金：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出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厦门福山培林工业部件有限公司 1,549,118.45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8 月 

福建凯斯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2,590,000.00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8 月 

合计 4,139,118.45   

截止 2017 年 7 月 31 日，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已全部归还，不存在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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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黄芳 

厦门欧贝传动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4.80 万 2015/02/06 2018/02/06  否 

彭永良 

厦门欧贝传动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0 万 2016/05/04 2018/03/28 否 

康立立 

厦门欧贝传动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0 万 2016/05/04 2018/03/28 否 

陈孝煜 

厦门欧贝传动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0 万 2016/05/04 2018/03/28 否 

（三）内部规定中确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章程》规定了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时的回避制度，并

明确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关联交易方面的决策权限。同时，公司制定了《关

联交易实施细则》，规定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认定，关联

交易定价应遵循的原则，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等，明确

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四）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管理层等出具了《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函》，承诺“1、将尽量避免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

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

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2、保证严格遵守《公司

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公司章程》等管理制度的规定，依照合法程序，

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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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此承诺函为不可撤

销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有损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公司正在规范对关

联交易的管理。 

（五）同业竞争 

报告期初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实际控制人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外，未控

股或投资于其他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公司，也未通过任何方式实际从事

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经营，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其具体内容如

下： 

“本人作为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为避免与公司产生同

业竞争，本人承诺如下：1、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

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

核心技术人员。2、本人在作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3、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

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执行有赖于公司持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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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诚信。公司已经采

取了必要的措施避免产生同业竞争。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设备、运输工具、在建工程：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拥有的机器设备、运输工

具及电子设备等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元 

办公设备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合计 

32,950.87 1,460,470.56 589,140.72 65,444.76 2,148,006.91 

（二）无形资产 

1、专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专利权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取得方式 

1 

一种单向

轴承高速

测试装置 

201620919423.8 实用新型 2016.08.23 2017.02.22 原始取得 

2 
一种车床

主轴轴承 
201620917743.X 实用新型 2016.08.23 2017.02.22 原始取得 

3 

一种具备

控速功能

的车床主

轴轴承 

201620917745.9 实用新型 2016.08.23 2017.02.22 原始取得 

4 

一种耐磨

损带保护

结构的轴

承 

201620917742.5 实用新型 2016.08.23 2017.02.22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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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种单向

回转轴轴

承 

201620917654.5 实用新型 2016.08.23 2017.03.29 原始取得 

6 

一种防止

轴向受力

卡死的滚

轮轴承 

201620917658.3 实用新型 2016.08.23 2017.05.03 原始取得 

7 
一种手动

锁死轴承 
201620340019.5 实用新型 2016.04.21 2016.09.07 原始取得 

8 
一种侧滚

轮轴承 
201620272477.X 实用新型 2016.04.05 2016.09.07 原始取得 

9 
一种单向

轴承 
201620219444.9 实用新型 2016.03.22 2016.08.03 原始取得 

10 

一种带保

护结构的

编码器轴

承 

201620219443.4 实用新型 2016.03.22 2016.08.03 原始取得 

11 

防止轴向

受力卡死

的支撑型

滚轮轴承 

201620014261.3 实用新型 2016.01.07 2016.06.15 原始取得 

12 

加强型转

向拉杆轴

承 

201620015989.8 实用新型 2016.01.07 2016.06.15 原始取得 

13 
一种密封

链轮轴承 
201320156666.7 实用新型 2013.03.31 2013.09.04 原始取得 

14 
一种密封

滚轮轴承 
201320155573.2 实用新型 2013.03.31 2013.09.04 继受取得 

15 

一种安装

在车轮毂

上的广告

装置 

201320156686.4 实用新型 2013.03.31 2013.09.04 继受取得 

注：上述专利中，“一种密封滚轮轴承”、“一种安装在车轮毂上的广告装置”继受

自福建凯斯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已办理专利权人变更手续。 

2、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商标权具体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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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注册号 商标 申请人 核定类别 有效期限 

1 6703319 

 

厦门欧贝工业

部件有限公司 
第 7 类 

2010.03.28 

- 

2020.03.27 

2 6703338 

 

厦门欧贝工业

部件有限公司 
第 7 类 

2010.03.28 

- 

2020.03.27 

3 5690454 

 

厦门欧贝工业

部件有限公司 
第 7 类 

2009.12.21 

- 

2019.12.20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有 1 项商标正在申请之中，具体如下： 

注册号 商标 申请人名称 类别 申请日期 

20954292 

 

厦门欧贝传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 7 类 2016.08.11 

上述原始取得的无形资产不涉及到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果，不存

在潜在纠纷；受让取得的无形资产已办理权属变更登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合法拥有上述技术的知识产权。 

（三）财产的产权状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有限公司名下的资产尚

需更名为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四）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受限制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信用报告》及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公司的主要财产

不存在被抵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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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正在履行和已经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如下： 

1、银行授信、借款及担保合同 

序

号 
授信人 合同编号 授信额度（元） 授信期间 履行情况 担保情况 

1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

分行 

2016 年厦缘字

第 0816790001

号 

1,500,000.00 

2016.03.30 

- 

2017.03.29 

履行完毕 注 1 

2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

分行 

2017 年厦小三

字第

0817790002 号 

1,500,000.00 

2017.03.29 

- 

2018.03.28 

正在履行 注 2 

注 1：本授信协议由股东彭良勇、陈孝煜、康立立和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并分别与招行厦门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6 年厦缘字第 081679000111 号、2016 年厦缘

字第 081679000113 号、2016 年厦缘字第 081679000112 号、2016 年厦缘字第 081679000114 号

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厦门担保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厦投保协字第 2016013 号《担保协议书》，保证范围以 2016

年厦缘字第 081679000114《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准。彭良勇及其配偶黄碧凤、康

立立及其配偶马兆杭、陈孝煜分别与厦门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厦投保反字第 2016013-1 号、厦

投保反字第 2016013-2 号、厦投保反字第 2016013-3 号《反担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欧贝

传动在《担保协议书》项下的全部债务。同时，公司股东彭良勇、陈孝煜和康立立将其所持

共计 30%的股权向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了最高额质押反担保，并分别与厦门市担保有限

公司签订了厦投保质字第 2016013-1号、厦投保质字第 2016013-3号、厦投保质字第 20160135-2

号《最高额反担保质押合同》。 

注 2：本授信协议由股东彭良勇、陈孝煜、康立立和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并分别与招行厦门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7 年厦小三字第 081779000213 号、2017 年厦

小三字第 081779000212 号、2017 年厦小三字第 081779000211 号、2017 年厦小三字第

081779000214 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厦门担保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厦投保协字第 2017025 号《担保协议书》，保证范围以 2017

年厦小三字第 081779000214《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为准。彭良勇及其配偶黄碧凤、

康立立及其配偶马兆杭、陈孝煜分别与厦门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厦投保反字第 201702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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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投保反字第 2017025-2 号、厦投保反字第 2017025-3 号《反担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为欧

贝传动在《担保协议书》项下的全部债务。同时，公司股东彭良勇、陈孝煜和康立立将其所

持共计 30%的股权向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了最高额质押反担保，并分别与厦门市担保有

限公司签订了厦投保质字第 2017025-1 号、厦投保质字第 2017025-3 号、厦投保质字第

2017025-2 号《最高额反担保质押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在上述授信协议范围内签订的借款合同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贷款单位 合同编号 

借款金额

（元） 
借款期限 年利率 履行情况 

1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2016 年厦小三

字第

1016790001 号 

1,500,000.00 

2016.05.04 

- 

2017.03.28 

5.66% 履行完毕 

2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2017 年厦小三

字第

1017790002 号 

1,500,000.00 

2017.04.19 

- 

2018.04.19 

5.66% 正在履行 

2、销售合同（15 万以上）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价（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上海德珂斯机械自

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壳体滚针、连

接块衬套等 
185,580.00 2016.08.31 履行完毕 

2 易程（苏州）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轴承 158,348.00 2016.08.23 履行完毕 

3 易程（苏州）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轴承 159,267.00 2016.08.08 履行完毕 

4 上海德珂斯机械自

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连接块衬套等 168,700.00 2015.08.26 履行完毕 

5 厦门市协晟工贸有

限公司 
深沟球轴承等 159,000.00 2015.03.21 履行完毕 

6 泉州市洛江佳泰齿

轮有限公司 
轴承 446,536.00 2017.04.18 履行完毕 

7 常州科普特佳顺机

床附件有限公司 
轴承 269,300.00 2017.04.05 履行完毕 

8 天一同益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轴承 156,014.00 2015.03.20 履行完毕 

9 
欧玛嘉宝（珠海）

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分公司 

轴承 179,998.65 2016.07.21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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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易程（苏州）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轴承 169,884.81 2016.11.15 履行完毕 

3、采购合同（20 万以上） 

序号 供货单位 
合同

标的 
合同总价（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厦门福山培林工业部件

有限公司 
轴承 框架合同，有效期一年 2015.01.06 履行完毕 

2 
福建凯斯兰工业部件有

限公司 
轴承 框架合同，有效期一年 2015.01.06 履行完毕 

3 
厦门斯威埃沧海重工有

限公司 
轴承 框架合同，有效期一年 2015.01.09 履行完毕 

4 厦门玮腾贸易有限公司 
金属

件 
框架合同，有效期一年 2016.01.10 履行完毕 

5 常州棱光轴承有限公司 轴承 221,150.00 2016.04.15 履行完毕 

6 
漳州云帆机械配件有限

公司 
轴承 248,945.16 2016.04.15 履行完毕 

7 
常州市棱光轴承有限公

司 
轴承 233,700.00 2016.06.03 履行完毕 

8 
漳州云帆机械配件有限

公司 
轴承 271,888.00 2016.07.29 履行完毕 

9 
漳州云帆机械配件有限

公司 
轴承 406,900.00 2017.02.27 履行完毕 

10 厦门玮腾贸易有限公司 
金属

件 
框架合同，有效期一年 2017.01.16 正在履行 

11 
漳州云帆机械配件有限

公司 
轴承 296,145.00 2017.04.24 履行完毕 

4、房屋租赁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租方 座落 面积(平方米)  
租金（元/月/平

方米） 
租赁期限 

1 

厦门高新

技术创业

中心 

厦门火炬高新区创

业园伟业楼 S401、

S402、S403、S404、

S409 室 

664.80 40.00 

2017.01.01 

- 

2017.12.31 

2 
厦门高新

技术创业
创业大厦地下仓库 378.00 21.00 

2017.0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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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018. 01.20 

上述房产对应的土地房屋权证如下所示： 

房屋所有

权人 
房权证编号 

面积(平

方米) 
房屋座落 房屋用途 

土地使用

权取得方

式 

土地使用

年限 

厦门高新

技术创业

中心 

厦地房证第

00441476 号 
1,796.02 

湖里区火炬

东路 11 号研

发办公楼（二

期）第四层 

研发办公 出让 

2002.07.22 

- 

2052.07.21 

厦门高新

技术创业

中心 

厦地房证第

00441488 号 
4,355.92 

湖里区火炬

东路 11 号研

发中试大楼

半地下室 

研发中试 出让 

2001.04.26 

- 

2051.04.25 

注：根据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厦高管函[2006]92 号”文

件，2006 年 12 月 30 日，原“研发办公楼（二期）”正式定名为“伟业楼南楼”，

原“研发中试大楼”正式定名为“创业大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正在履行或已履行完毕但仍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合

同的内容为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纠纷或风险。 公

司是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项下所有权利义务依法由

公司承继，不存在需变更合同主体的情形，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侵权之债 

如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的税务”、“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

量、技术等标准”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

安全等原因而发生的侵权之债。 

（三）其他应收、其他应付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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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前五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2017 年 7 月 31 日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期末余额

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厦门高新技术创业

中心有限公司 
保证金 79,776.00  1-2 年 99.80  3,988.80  

代垫社保 代垫款项 163.35  1 年以内 0.20  1.63  

合计 
 

79,939.35    100.00  3,990.43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明细如下： 

款项性质 2017 年 7 月 31 日 

维修费 726.00 

借款 486,986.00 

房租水电费 43,589.86 

代垫款项 664.00 

运杂费 9,264.00 

服务费 44,000.00 

合计 585,229.86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为正常经营所产生，不存

在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潜在偿债风险。 

十二、公司重大投资、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重要事项 

（一）重大投资 

根据《审计报告》、《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

在重大对外投资。 

（二）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根据《审计报告》、《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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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系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等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起草，其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重大不一致之处。 

（二）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目前运作正常。 

（三）公司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议事规则 

1、公司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主要对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提案与

通知、股东大会的召开、股东大会的表决与决议、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其他事

项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2、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对会议的召集和通知、会议提案、会议召开、

会议表决、会议记录与决议等内容作了规定，以确保董事会能高效运作和科学

决策。 

3、公司的《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会议的召集和通知、会议议案、会议

召开、会议表决、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等内容，保障了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

行使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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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三会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 

（四）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主要情况如下：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主要内容 

2015-10-08  

创立大会暨 201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通过了公司的《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董事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015-10-20  
201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实施细则》、《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 

2016-05-06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2016-07-15 
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 

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等 

2016-10-25 
2016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2017-07-20 
2016 年年度股东大

会 

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等 

2017-10-09 
2017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修改《公司章程》；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 

2017-11-03 
201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选举许振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017-11-25 
201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通过了《关于选举罗善龙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015-10-08 
第一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总经理工作细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

易实施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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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文件 

2016-03-04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 

关于《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聘任

事宜》的议案 

2016-04-20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2016-06-20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评估报告》、

《2016 年 1-5 月董事会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

《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6-10-10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 

2017-06-25 
第一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评估报告》、

《2017 年 1-5 月董事会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

《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 

2017-9-19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修改《公司章程》；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 

2017-11-01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 
确认和批准出具《审计报告》 

2017-11-09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2017-11-25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2015-10-08 
第一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监事

会主席，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2016-06-16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 

通过了《2016 年 1-5 月监事会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

计划》 

2017-06-21 
第一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 
《监事会工作报告》 

十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一）董事 

1、彭良勇，公司董事长，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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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控制人”。 

2、罗善龙，男，1983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6 年 9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正新橡胶（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2010 年 5 月

至 2015 年 10 月，任厦门洪海机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任公

司研发部总监；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任期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3、陈昌莲，女，1977 年 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0 年 9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厦门玉晶光电有限公司行政部助理；2008 年 7 月

至 2015 年 9 月，任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2015 年 10 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4、刘东雷，男，1978 年 8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

生学历。2001 年 6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质检经理；2006

年 9 月至 2009 年 6 月，于江苏大学求学；2009 年 6 月至今，任江苏大学教师（非

党政职务）；2015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5、吴鸿朝，男，1977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7 年 9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厦门华荣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广州亨氏联合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0 月，

任上海国福龙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 月，任厦

门厦顺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5 年 2 月至今，任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二）监事 

1、陈汉阳，男，1986 年 8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厦门富华兴印刷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厦门理研工业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福建田中机械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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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国际市场部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国际市场部经理，同时

担任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2、沈添发，男，1985 年 4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7 月，任厦门新凯复材科技有限公司模具主办员；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四川骏瑞碳纤维材料有限公司（厦门销售部）销售员；

2009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

司销售经理，同时担任监事，任期三年。 

3、唐宝兰，女，1987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2 月，任厦门安晟达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厦门宸鸿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有

限公司采购经理；2014 年 1 月至今，任厦门鸿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采购经理，同时担任监事，任期三年。 

（三）高级管理人员 

1、彭良勇，公司总经理，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发起人、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2、刘薇薇，女，1985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上海施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纳；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10 月，任上海凯氟宝经贸有限公司会计；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

任上海勤酬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上海红星

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财务主管；2016 年 3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财

务总监。 

3、陈昌莲，公司董事会秘书，基本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十四、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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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股数（股） 
持股比例

（%） 
股数（股） 

持股比例

（%） 

彭良勇 董事长、总经理 4,000,000 40.00 - - 

罗善龙 董事 - - - - 

吴鸿朝 董事 - - - - 

刘东雷 董事 - - - - 

陈昌莲 董事、董事会秘书 - - - - 

陈汉阳 监事会主席 - - - - 

唐宝兰 监事 - - - - 

沈添发 监事 - - - - 

刘薇薇 财务总监 - - - -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1、公司董事的变动情况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未设立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公司执行董事为黄芳；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公司执行董事为彭

良勇。 

2015 年 10 月 8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彭良勇、陈

孝煜、陈昌莲、刘东雷和吴鸿朝五名董事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同日，

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彭良勇为董事长。 

后陈孝煜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位。2017 年 11 月 3 日，2017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许振明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后许振明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位。2017 年 11 月 25 日，2017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罗善龙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董事变动的原因是，在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按公

司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董事会结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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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监事的变化情况 

报告期初，本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阶段，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为康

立立。 

股份公司成立后，创立大会选举陈汉阳为股东代表监事；此外，经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沈添发、唐宝兰为职工代表监事。以上 3 位监事共同组成监事会。 

上述监事变动的原因是，在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按公

司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监事会的结构所致。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报告期初，本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阶段，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

经理。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黄芳担任公司总经理，彭良勇担任公司的副

总经理；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彭良勇担任公司总经理。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聘任彭良勇担任总经理，聘任刘寒琳担任财务总监，

聘任陈昌莲担任董事会秘书。后刘寒琳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

2016 年 3 月 4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聘任刘薇薇为公司的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原因是，公司将成为公众公司的需要，进一步完

善高级管理人员的结构所致。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虽有变动，但主要是为了

公司自身发展和规范治理的需要，公司的管理层相对稳定，不构成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 

（六）管理层的诚信情况与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管理层出具的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公司管理层不存在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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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诚信的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五年； 

3、担任破产清算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

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

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7、最近两年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受到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情况； 

8、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等有权机关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9、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以及对其合法合规性的

调查（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八、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能任职的情形，具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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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资格。 

经核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函、征信报告以及派出所出

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十五、公司核心技术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公司核心技术 

公司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均为公司所自主研发，并为公司所有，至今未发生

知识产权纠纷。 

（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彭良勇先生，董事长，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0年7月至2011年4月，任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大区经理；2011年5月至2015

年4月，任厦门欧贝工业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4月至2015年9月，任厦

门欧贝工业部件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2015年10月至今，

任股份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彭良勇在欧贝传动主导了日立电梯公

司自动扶梯梯级滚轮轴承质量改进项目，开创性的设计出外圈带交叉槽的深沟球

轴承，解决了轴承和橡胶轮配合永久牢固性问题；主导了施耐德电气公司中压断

路器止子轴承国产化项目，开发出能够承受高冲击载荷的小型滚轮轴承，消除了

客户长期依赖日本进口轴承局面；主导了伺服电机编码器轴承的质量改进项目，

开发出高温、高速环境下润滑脂“零”溢出薄壁深沟球轴承，解决了轴承润滑脂

溢出干扰编码器信号传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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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善龙先生，研发部总监，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2006年9月至2010年5月，任正新橡胶（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从事橡胶

生产设备的开发设计、提高了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2010年5月至2015年10月，

任厦门洪海机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开发了胶片晾干冷却流程、胎面押出流程、

半钢成型机等；2015年10月至今，任欧贝传动研发部总监，参与了运动型山地摩

托车转向拉杆轴承的改进项目，对球头销轴进行优化设计，大幅提升拉杆轴承抗

拉强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车辆的安全性；主导了西门子高压隔离开关拉杆轴承

的国产化项目，创造性的引入新的表面处理技术，应用到轴承行业，解决了露天

工作的轴承防腐问题。 

吴华敏先生，研发工程师。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专

学历，通过SKF工程师学院所有中文课程考核认证。2005年6月就职于厦门贝尔令

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从事市场开发售前技术支持工作，担任售前技术工程师，期

间参与福建亲亲食品公司英制压辊轴承改制，福建恒安纸业扬基缸真空辊大轴承

安装调试、厦门翔鹭化纤纺纤专用巴马格轴承国产化、石狮鸿山热电锅炉脱硫设

备英制轴承改型等不同轴承的特殊工况应用；2014年10月加入欧贝传动任研发工

程师，参与石材抛光机轴承升级改造项目，大幅提升了轴承在高速且高粉尘、多

水杂质等恶劣环境下运行的工作寿命。 

十六、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一）目前公司适用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纳税申报表、税收缴款凭证，公司及其子

公司最近两年一期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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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应税劳务收入和应税服务收入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税额 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二）公司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 

无 

（三）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厦门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证明，确认报告期内公司无

涉税违法违规行为。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分局出具证明，确认报告期

内公司未有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重大违法行为而被处罚的情

形，未有因违反社会保险费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而被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缴纳的税种和税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依法纳税。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 

（一）环境保护 

1、关于公司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

的 通知》(环发(2003)101 号),重污染行业暂定为: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

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生产环节均委托外协厂商进行，公司从事的业务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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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污染行业。 

2、环保合规性及合规情况 

公司生产环节均委托外协厂商进行，无需办理环评及排污许可证。 

（二）安全生产 

1、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办理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

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

生产许可制度。” 

公司生产环节均委托外协厂商进行，不属于上述所列范围内。 

湖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厦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报

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因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三）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取得的认证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书名称 发证机关 认证标准 证书编号 产品范围 有效期限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 
UKAS、IAF ISO14001：2004 E5612 

轴承的设

计和销售 

2017.02.14- 

2018.09.14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 
UKAS、IAF ISO9001：2008 41712 

轴承的设

计和销售 

2017.02.14- 

2018.09.14 

2）公司产品质量的合规性 

根据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受到质量技术

监督主管部门行政调查或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合法合规。 



 

54 
 

十八、公司的劳动人事 

根据公司提供的截至 2017 年 7 月的员工名册，公司在册员工 26 名。本所

律师抽取 30%人数的劳动合同进行核查，公司与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

未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

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法

律风险。 

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证明，确认公司报告期内未因违反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就公司存在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不规范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如公司因报告期内未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员工缴纳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而遭受任何经济处罚、

经济损失，愿承担该等处罚、损失及相应的责任。 

十九、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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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公司书面说明、人民法院网检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根据工商资料、厦门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无处罚证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行政处罚事项。 

（二）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大诉讼、仲裁

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征信报告、人民法院网检索、无犯罪记录证明，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推荐机构 

公司已经聘请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挂牌的推荐机构。经本所律

师核查，上述推荐机构已经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备

案并取得主办券商业务资格。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聘请的推荐机构与公司及

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影响其公正履行推荐职责的关联关系。 

二十一、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符合

《监管办法》、《业务规则》规定的有关条件，且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公司本次进

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

的审查意见后方可实施。本法律意见书经承办律师签字，本所盖章后生效。（以

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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