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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德盛铁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浙江德盛铁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德盛铁路器

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盛铁路”）的委托，作为公司本次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项目（以下简称“本次挂

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

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德盛铁

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8年 1月 17日出具了《北

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德盛铁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8年 1月 31日下发了《关于浙江德盛铁路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结合《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需要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法律问题，本所

经办律师进行核查，在《法律意见书》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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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

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述《法律意见书》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修改或更新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 

一、《第二次反馈问题》公司特殊问题：1、德盛铁路于 2014 年 12月 29 日

取得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证书》，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公司未对

该证书进行续期，主要系公司为提高安全生产标准，正在申请《安全生产标准

化二级企业证书》，申请材料已经提交给相关审核部门。请主办券商、律师补

充核查上述事项对公司合法规范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查阅《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

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访谈公司管理层，咨询桐乡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 

（二）分析过程 

1、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才可从事生产活动的行业，

公司进行生产活动无需取得相关安全生产许可证书 

按照证监会 2012 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制造

业，细分行业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按照

2011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所处的行业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

造（C3714）。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

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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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据《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国家对建筑施工企业实行

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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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本规定所称建筑施工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

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有关活动的企业。”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为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不属于需要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才可从事生产活动的行业，因此公司进行生产活动无需取得相关安全

生产许可证书。 

2、《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证书》属于企业自愿申请获取的证书，非强制性

许可获取的证书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试

行）》第一条第八款的规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以企业自主创建为主，

程序包括自评、申请、评审、公告、颁发证书和牌匾。企业在完成自评后，实行

自愿申请评审。” 

同时，经咨询桐乡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德盛铁路的管理

层，经核查，该证书对于德盛铁路而言属于自愿申请获取的证书，不属于强制须

获取的证书，亦不属于公司实际经营业务必须取得的证书。公司主要基于提高安

全生产标准的目的，而申请评审，未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不会对公司合法规

范经营产生影响。 

另，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销售合同及招投标文件，访谈公司管理层，经核查，

公司客户并未对德盛铁路提出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要求，取得安全生产标

准化证书也非获取合同及订单的前置条件，未取得该证书不会对德盛铁路获得合

同及订单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三）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合法规范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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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2、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

开转让说明书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的简历齐备性与连续性，持股数与股权比例是否准确，请公司补充披露

相关事项。 

回复： 

（一）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取得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的调查问卷并与其确认，查阅了工商资料、《验资报告》及银行入账单。 

（二）分析过程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

简历齐备性与连续性 

经核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的简历如下： 

（1）董事基本情况 

1）关铁，男，1956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高级工程师。1982 年 8 月至 1997 年 11 月历任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工厂助工、道

岔车间副主任、技术处工程师；1997 年 12月至 2003年 12 月任浙江贝尔通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高速铁路器材厂厂长；2004年 1月至 2004 年 5月因筹划设立德

盛有限待业；2004 年 6 月至 2013 年 11 月任德盛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2013 年

12月至今任德盛铁路董事长。 

2）李雅琴，女，1954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1978年 10月至 2014年 8月任山海关第一中学教师；2013 年 12月至今任德

盛铁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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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炜炜，男，1981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04年 6月至 2013年 11月任德盛有限董事兼总经理助理；2013年 12月至

今任德盛铁路董事、董事会秘书兼总经理。 

4）范亚娟，女，1982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06 年 6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德盛有限市场部部长；2013 年 3月至 2013 年

11月任德盛有限副董事长、市场部部长；2013年 12月至今任德盛铁路董事、销

售总监。 

5）张飞龙，男，1986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09年 6月至 2013年 11月任德盛有限技术员；2013年 12月至 2016年 11

月任德盛铁路生产总监；2016年 12月至 2017年 10月任德盛铁路监事、研发部

副主任；2017年 10月至今任德盛铁路董事、研发部副主任。 

（2）监事基本情况 

1）关冰冰，男，198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2004年 7月至 2013年 11月任德盛有限采购员；2013年 12月至 2016年 11

月任德盛铁路采购员；2016年 12月至今，任德盛铁路监事会主席、市场部区域

经理。 

2）陆凤亚，女，1990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2012年 4月至 2016年 3月任上海必胜客有限公司储备经理；2016年 4月至

2016 年 6 月因家庭原因待业；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0 月历任德盛铁路销售内

勤、客服部部长；2017年 10月至今任德盛铁路监事、客服部部长。 

3）孙路，男，1985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任德盛有限市场部区域经理；2013 年 9月至 2015 年

4月任蒙城县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揭部职员；2015年 5月因个人原因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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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至 2016 年 11月任德盛铁路市场部部长；2016年 12月至今任德盛铁

路监事、市场部区域经理。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关炜炜，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基本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第二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2”董事关炜炜基本情况之答复。 

2）孙永寿，男，1971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1994年 7月至 2007年 7月任桐乡绵丝厂有限责任公司会计；2007年 8月至

2013年 11月任德盛有限财务负责人；2013年 12月至今任德盛铁路财务负责人。 

4）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1）核心人员关铁、关炜炜、张飞龙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第二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2”董事关铁、关炜炜、张飞龙基本情况之答

复。 

2）朱福强，男，1986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2007年 12月至 2008年 12月任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2009年 1月因个

人原因待业；2009 年 2月至今历任德盛铁路设备主管、试制部长。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齐备、连续。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

持股数与股权比例是否准确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比例（%） 

关铁 董事长 25,500,000 51.00 

关炜炜 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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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关炜炜通过持有阿米巴贸易

80.00%的股权控制德盛铁路 49.00%的股权，范亚娟持有公司法人股东阿米巴贸

易 20.00%的股权，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德盛铁路的核心技术人员为关铁、关

炜炜、张飞龙和朱福强。其中，核心技术人员关铁直接持有公司 51.00%的股权，

核心技术人员关炜炜持股情况如上答复。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张飞

龙和朱福强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德盛铁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齐备、连续；持股数与股权比

例准确。 

三、《第二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3、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

司德国子公司的合法合规性核查方法、核查程序与认定依据。 

回复： 

（一）核查方式 

李雅琴 董事 - - 

范亚娟 董事 - - 

张飞龙 董事 - - 

关冰冰 监事会主席 - - 

陆凤亚 监事 - - 

孙路 职工代表监事 - - 

孙永寿 财务负责人 - - 

合计 25,500,00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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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德盛铁路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子公司管理制度》、

批准设立德国子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德国子公司的营业执照、

商业登记材料和《公司章程》，查阅了德国子公司的财务报告及银行对账单，取

得了公司、德国子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德盛重工有

限公司合法合规的声明》，取得了德国律师事务所——Ludwig Wollweber Bansch

出具的关于德盛重工合法合规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分析过程 

Desheng Heavy Industries GmbH 系公司于 2015 年 6月 16日在德国哈瑙市

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25,000.00欧元。 

2015 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全资子公司设立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2015年 5月 8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决定公司出资 25,000.00 欧元在德国哈瑙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德盛重工，并授权公

司董事会根据中国大陆及德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办理该公司注册登记的法律手续。 

2015 年 6 月 16 日，德盛重工在德国哈瑙市注册成立，商业登记注册号为

HRB95319，营业通信地址为德国黑森州哈瑙市舒伯特大街 1a 号，邮编 63452；

公司经营范围为铁轨材料及有轨运输车辆的贸易及销售，有轨运输车辆的出租，

不动产中介，以及与此相关的经营活动；注册资本为 25,000.00 欧元。 

对德盛重工在境外的合法合规情况的核查，本所律师参照德国律师事务所—

—Ludwig Wollweber Bansch 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德盛重工合法合

规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确认如下事项：“德盛重工按照德国法律规

定，于 2015年 6 月 16日在哈瑙成立；德盛重工是一家根据德国法律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可以独立完成交易、购买资产，是具有可在法院起诉与被诉资格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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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司自设立以来没有刑事侦查措施的司法起诉、诉讼、法律争议或其他司法

程序；公司注册资本为 2.5 万欧元，已于 2015 年 8 月实缴到位；德盛重工不存

在分公司或子公司等分支机构，其自设立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生产、销

售等业务。” 

据此，公司德国子公司根据德国法律依法在德国设立并有效存续，自设立以

来未有来自于所在地监管机构的处罚情况，亦未有刑事侦查措施的司法起诉、诉

讼、法律争议或其他司法程序。 

（三）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德国子公司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合法合规，公

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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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德盛铁路器

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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