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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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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

权立法机构、监管机构已公开颁布、生效且现行有效之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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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根据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想光电”)的委托，本所指

派赖经纬律师、王琳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创想光电申请其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及转让”)的专项

法律顾问，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或存在的事实，根据本所律

师对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出具法律意见。 

一、 律师事务所与本所律师 

(一) 律师事务所简介 

本所系经广东省司法局批准，于 2003 年 5 月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注册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办公地点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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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9 号大冲国际中心 5 号楼 10C。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5

月 6 日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50467275C）。 

(二) 本所律师简介 

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赖经纬律师、王琳律师均具有相应证券法

律业务从业经验。 

二、 本所律师制作法律意见书工作过程 

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进行的审慎调查工作主要包括： 

(一) 尽职调查与资料收集：本所律师在接受创想光电的正式委托后，为

协助创想光电向本所律师提供与本次挂牌及转让相关的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向创想光电提交了尽职调查清单，并收集和审阅了与本次

挂牌及转让有关的文件、资料。 

(二) 与创想光电的沟通：本所律师参加了由创想光电及本次挂牌及转让

之主办券商组织的多次中介机构协调会，并深入创想光电行政管理

部门、经营部门、财务部门等具体部门了解情况，就有关问题向创

想光电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三) 资料验证与调查：本所律师对创想光电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其他与

本次挂牌及转让有关的必要事项逐一进行了审核验证。 

(四) 律师工作底稿、法律意见书的制作：本所律师根据创想光电提供和

自行收集的文件资料以及本所律师的验证调查情况制作了工作底

稿，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了本法律意见书。 

三、 本所律师声明 

1.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对出具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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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且与本次挂牌及转让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也不

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发表意见。 

2. 本所已得到创想光电的保证，即创想光电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

及相关资料均是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无任何隐瞒、遗漏和虚假

之处；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

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

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本所律师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

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创想光电或其

他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3.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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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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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仅供创想光电为本次挂牌及转让之目的而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作为创想光电本次挂牌及转让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

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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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

本所律师有关法律意见及所引用的依据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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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为本法律意见书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左栏

所列词语具有该词语相应右栏所作表述的涵义： 

创想光电、申请

人、公司 

指 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创想光电有限 指 深圳市创想光电有限公司 

丰元咨询 指 深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网信证券、主办

券商 

指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华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君言律所 指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国众联评估公司 指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次挂牌及转让 指 创想光电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挂牌及公开转让 

公开转让说明书

（申报稿） 

指 创想光电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的公开转让申请文件中所纳入的公开转

让说明书(申报稿) 

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 

指 已公开颁布且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

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有权立法机构、监管机

构的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为本

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法律意见书所述的“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标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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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指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 1 月至 9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指明，指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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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认证 指 

UL 是美国保险商试验所（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的简写。UL 安全试验所是美国最有权威的，

也是世界上从事安全试验和鉴定的较大的民间机

构。它是一个独立的、营利的、为公共安全做试验

的专业机构。UL 认证在美国属于非强制性认证，

主要是产品安全性能方面的检测和认证，其认证范

围不包含产品的 EMC（电磁兼容）特性。 

CCC 认证 指 3C 认证的全称为“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它是中

国政府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强产

品质量管理、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

定制度 

GMC 指 

Global Manufacturer Certificate（GMC）“环球制造

商”标志适用于各行业具有出口实力的中国优质制

造商。 

LED 指 

Light-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简称为 LED。由含

镓（Ga）、砷（As）、磷（P）、氮（N）等的化合物

制成 

CE 认证 指 

“CE”标志是一种安全认证标志，凡是贴有“CE”

标志的产品就可在欧盟各成员国内销售，无须符合

每个成员国的要求，从而实现了商品在欧盟成员国

范围内的自由流通 

ROHS 认证 指 

RoHS 是由欧盟立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全称

是《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

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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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次挂牌及转让的批准和授权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本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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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等与本次挂牌及转让有关的议案，

并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创想光电 2017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一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

转让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的议案》，将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转让

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并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

创想光电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本公司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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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等与本次挂牌及转让有关的议

案；并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转让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

的议案》，将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转让变更为集合竞价转让。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及其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范性文件和法规以及范性文件和创想光电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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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本所律师对创想光电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8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核查，该股东大会决议中关于本次挂牌及转

让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创想光电章程的规

定。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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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挂牌及转让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1、 履行与公司股票挂牌并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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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公司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申请及相关备案事宜，回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证券监管机构的反馈意见，并于获准挂牌并公开转让后办理

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相关工作； 

2、 批准、修订及签署与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的文件、合同； 

3、 聘请参与申报挂牌的中介机构并决定其专业服务费用； 

4、 获准挂牌并公开转让后办理《公司章程》的工商登记手续； 

5、 办理与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的其他事宜； 

6、 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上述授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创想光电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本次挂牌及转让已经依法取得

内部批准和授权。创想光电本次挂牌及转让尚待取得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审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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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挂牌及转让的主体资格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系由创想光电有限以整体变更的方式设

立， 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之统一信

用代码为 91440300570044566N 的《营业执照》。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光电未出现根

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创想光电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是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

限公司，具备本次挂牌及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挂牌及转让的实质条件 

(一) 依法成立且存续满两年 

1. 经本所律师核查， 创想光电系由创想光电有限公司按截至 2017

年 8 月 15 日经审计净资产扣除现金红利后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 取 得 深 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为

91440300570044566N 的《营业执照》。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的前身创想光电有限成立于 2011 年

02 月 22 日，持续经营时间至今已超过两年(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七

部分)。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瑞华于 2017年 8月 18日出具的瑞华验字

【2017】4823001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创想光

电的实收资本为 1,500.00 万元。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系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一)项以及《标准指引》

第一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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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现行有效的章程所载，其经营范

围为：一般经营项目：LED 灯光照明系统的设计、研发、销售、上

门安装与上门维护；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以下项目涉及应取

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审批文件方可经营：LED 灯光照明系统的

生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创想光电的确认，创想光电的主营业务为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创想光电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 

2. 经本所律师核查， 瑞华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编号为[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根据前述《审计报告》，

创想光电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分布如下表： 

单位：元 

科目 2017 年 1 月至 9 月 2016 年 2015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4,218,482.80 30,171,802.33 25,161,326.02 

营业收入 24,634,042.89  30,348,927.07  25,161,326.02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

主营业务突出，业务明确。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创想光电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创想光电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需解散情形，

亦不存在法院依法受理其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

光电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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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及《标准指引》第二条之规定。 

(三) 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 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已经依法

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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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资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制度》、《董事会

秘书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的规章制度(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十

四部分)。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的说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

的证明，报告期内，创想光电不存在因违反工商、税务、环保、社

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安全生产等方面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而受

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详见本法律意见

书第十七部分)。 

3. 根据创想光电和创想光电实际控制人的说明以及相关公安机关

出具的证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光电实际控制人最

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以下情形： 

(1) 受到刑事处罚； 

(2) 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 根据创想光电和创想光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创

想光电现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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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十五部分)。 

根据创想光电以及创想光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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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

光电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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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根据瑞华出具的[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及创想光电确认，

报告期内，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九部分所述情况外，创想光电不存在

其他创想光电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6. 经公司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设有独立的财务部

门，并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

光电公司治理机制健全，且在最近 24 个月内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

务规则》2.1 条第(三)项以及《标准指引》第三条之规定。 

(四) 股权明晰， 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创想光电的确认，创想光电的发起人均具

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相应资格。(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第六部分)。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有限的设立及历次注册资本、股权变

动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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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符合当时的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权结构清晰，不存在权属纠

纷。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设立后不存在股票公开发行的情形；

创想光电的设立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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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

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权结构清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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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权属纠纷。 

4.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全体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工商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份

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限制情形，也不存在任何

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其本人持有，不

存在代替他人持股的情形。 

5.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不存在下列情形： 

(1) 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 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     

过证券；  

(2) 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6.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发起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创想光电股票的限售安排符合《公

司法》和《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

光电的股权明晰，股份公司设立后不存在股份发行和转让的情形，

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四)项以及《标准指引》第四条之规定。 

(五) 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已与本次挂牌及转让的主办券商网信证

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创想光电委托网信证券负责

推荐创想光电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组织编制挂

牌申请文件，并指导和督促创想光电诚实守信、规范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网信证券已完成对

创想光电的尽职调查和关于本次挂牌及转让的内核程序，已对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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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是否符合本次挂牌及转让的条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出具了推荐

报告。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主办券商网信证券已对创想光电本

次挂牌及转让出具了推荐报告并就持续督导事项与创想光电签订了

《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符合《业务规则》2.1 条第(五)项以及

《标准指引》第五条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本次挂牌及转让已经满足《业

务规则》和《标准指引》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尚待取得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审查意见。 

四、 创想光电的设立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全体股东张兵、唐小艳、唐安甫、深圳

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怡、黄亚琳、陈奋勉、朱

丽芳、张兴华、孟娟珍、杨泽俄、周馥嫒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一

致同意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将深圳市创想光电

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瑞华 2017 年 8 月 15 日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48230017 号《审

计报告》，创想光电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值为

19,410,405.98 元。 

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作出决议，同意创想

光电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创想光电有限

公司截至2017年5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账面值人民币 19,410,405.98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21,857,000.00 元）按 1.294: 1 的比例，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剩余人民币 4,410,405.98 元计入资本公积。各发

起人按照其所持有的创想光电有限的股权比例相应持有创想光电的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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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唐小艳、唐安甫、深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怡、黄亚琳、陈奋勉、朱丽芳、张兴华、孟娟珍、杨泽俄、周馥

嫒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签署了《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起

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对创想光电的名称和住所、经

营宗旨、经营范围、组织形式、组织机构、设立方式、折股比例、

注册资本、股本总额、股份总数和每股面值、发起人认购股份的方

式、发起人认购股份的数额和股权比例、相关期间的利润、创想光

电筹备和设立、发起人的保证和承诺、发起人的权利、发起人的义

务、变更费用、违约条款、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方式、协议的修改

和变更、未尽事宜、协议生效、协议文本等事项作出了详细约定。 

创想光电有限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向创想光电全体发起人发出了召

开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如

下决议： 

1. 关于创想光电章程(草案) 

同意由创想光电有限主持起草的创想光电章程(草案)；同意将该创想

光电章程提交创想光电创立大会审议，待审议通过后提交有关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2. 关于创想光电董事、监事候选人事宜 

同意根据创想光电章程共同提名张兵、唐小艳、肖意、唐安甫和何

利 5 人为创想光电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创想光电创立

大会选举。 

同意根据创想光电章程(草案)共同提名朱丽芳、黄亚琳 2 人为创想光

电第一届监事会中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创想光电

创立大会选举，第一届监事会中另 1 名职工监事将由职工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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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产生。 

3. 关于创想光电筹备设立工作事宜 

同意根据发起人协议的相关约定委托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董事会代表

各发起人全权办理创想光电筹备设立的一切申请手续和筹办事务，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 决定创想光电筹备和设立事务的具体工作安排； 

(2) 向有关政府部门递交设立创想光电的申请，取得适当的核准登记 

文件； 

(3) 代表各发起人和创想光电签署所有有关创想光电设立的申请文 

件； 

(4) 组织创想光电在设立过程中涉及的各类会议，发出会议通知； 

(5) 办理与创想光电筹备和设立相关的其它事宜。 

上述授权期限至创想光电创立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各发起人同意，任何由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授权事项所

做出的行为对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发起人对创想光电有

限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所作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瑞华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48230013 号《验

资报告》，对创想光电截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变更情况进行了审验。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

创想光电的实收资本为 1,500.00 万元。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核发了统一信用代码为

91440300570044566N 的《营业执照》。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

方式等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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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创想光电设立过程中，创想光电各发起人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签

署了《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经本所律师核查，

该发起人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因该发起人协议引致创想光电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的情形。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创想光电设立过程中，创想光电有限公司委托

国众联评估公司对拟整体变更为创想光电的创想光电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国众联评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国众联评报字（2017）第 2-0823 号《深圳

市创想光电有限公司拟进行股份制改制所涉及的深圳市创想光电有

限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创想光电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2,185.70 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创想光电设立过程中，瑞华出具了《审计报告》，

对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此外，瑞华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48230013 号《验资报告》，对创

想光电截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情况进行

了审验。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设立过程中有关资产评估、

审计和验资行为均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发出会议

通知，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创想光电筹建工作的报告；

关于创想光电设立费用的报告；关于授权创想光电董事会办理股份

公司设立相关事宜的议案；创想光电章程；创想光电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创想光电董事会议事规则；创想光电监事会议事规则；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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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对外投资决策制度；创想光电对外担保制度；创想光电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创想光电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关于创想光电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创想光电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同时选举张兵、唐小艳、肖意、唐安甫和何利 5 人为创想光

电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朱丽芳和黄亚琳为股东代表监事，与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王剑文共同组成创想光电第一届监事

会。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创立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审议的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 创想光电的独立性 

(一) 主营业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的确认及创想光电提供的《营业执

照》，创想光电的主营业务为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目前创想光电主营业务的开展均未依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创想光电与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据

此，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系统，创想光电

的业务独立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 资产独立 

根据瑞华审字[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的实地

调查，创想光电合法拥有或使用创想光电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资产，

包括设备、专利等，创想光电主要资产不存在与其股东合用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的资产独立完整。 

(三) 人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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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对创想光电与其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抽样核查以及对

创想光电提供的高级管理人员薪资汇总表的核查，创想光电的高级

管理人员均已与创想光电签订了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均在

创想光电领取薪酬。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光电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在创想光电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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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同时根据创想光电的确

认，创想光电的财务人员亦不存在在创想光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的情形。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创想

光电的人员独立。 

(四) 财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组织机构图以及本所律师的

实地调查，创想光电单独设立了财务机构并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

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拥有自身的独立银行账户，创想光电的开户

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井支行，创想光电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共享银行账户的情形。经本所律

师进一步核查，根据创想光电税务登记证和纳税申报表，创想光电

自成立以来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并独立履行缴纳义务，不存在其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干预创想光电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和独立运用资金的情

形。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的财务独立。 

(五) 组织机构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组织机构图并经本所律师实

地调查，创想光电拥有独立的财务部、生产部、销售部、工程部、

资材部、运营部、物流部、设计部。创想光电的上述内部组织机构

独立于其股东单位的内部组织机构，不存在合署办公的情形，不存

在其股东单位的内部组织机构和分支机构干预创想光电内部组织机

构独立运作的情形。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的组织机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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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

营的能力。 

六、 创想光电的发起人及实际控制人 

(一) 创想光电的发起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的发起人为张兵、唐小艳、唐安甫、深

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怡、黄亚琳、陈奋勉、

朱丽芳、张兴华、孟娟珍、杨泽俄、周馥嫒。 

经本所律师核查，同时根据地方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创想光电发起人姓名/名称、身份证号/统一信用代码

以及于创想光电设立时持有创想光电股份情况如下:  

1. 创想光电设立时，自然人发起人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自然人发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创想光电设立时

全部自然人发起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国籍 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 

1 张兵 中国 无 43232619780716xxxx 

2 唐小艳 中国 无 43292319801106xxxx 

3 唐安甫 中国 无 43292319471002xxxx 

4 刘怡 中国 无 43112419860817xxxx 

5 黄亚琳 中国 无 43060219781104xxxx 

6 陈奋勉 中国 无 35030319840821xxxx 

7 朱丽芳 中国 无 43292319771227xxxx 

8 张兴华 中国 无 43232619700422xxxx 

9 孟娟珍 中国 无 43292319801013xxxx 

10 杨泽俄 中国 无 32092319841101xxxx 

11 周馥嫒 中国 无 43292319800212xxxx 

2. 创想光电设立时，机构发起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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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机构发起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创想光电设立时全

部机构发起人基本情况如下： 

（1） 丰元咨询的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塘尾村富源工业区 D1

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258278K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兵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 

登记机关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

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15-11-09 

经营期限 永续经营 

（2） 丰元咨询的出资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额（万股） 

持股比例

（%） 

合伙人

属性 
合伙人类别 

1 张胜军 2 1.4286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2 王剑文 10 7.1429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3 唐钟三 10 7.1429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4 叶少峰 5 3.5714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5 何绍萍 10 7.1429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6 曾秀武 5 3.5714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7 黄锦坤 3 2.1429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8 周喜年 5 3.5714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9 肖意 20 14.2857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10 刘惠兰 5 3.5714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11 何小春 5 3.5714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12 唐丽 5 3.5714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13 张兵 42 30 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 

14 何利 8 5.7143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15 宋军涛 5 3.5714 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 

根据创想光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设立时的自然人发

起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住所地在中国境内、无境外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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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机构发起人均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

创想光电设立时的全部发起人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关于股份公司投资人资格的规定。 

(二) 公司发起人的出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的发起人股东为 12 名，均在中国境内有

住所，符合半数以上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之要求。创想光电设

立时， 各发起人均足额缴纳了对创想光电的全部出资，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张兵 4,065,000 27.1000 

2 唐小艳 3,975,000 26.5000 

3 唐安甫 2,650,000 17.6667 

4 丰元咨询 1,400,000 9.3333 

5 刘怡 660,000 4.4000 

6 黄亚琳 500,000 3.3333 

7 陈奋勉 500,000 3.3333 

8 朱丽芳 500,000 3.3333 

9 张兴华 500,000. 3.3333 

10 孟娟珍 150,000  1.0000 

11 杨泽俄 50,000 0.3333 

12 周馥嫒 50,000 0.3333 

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设立时的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

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的股东与股份公司设立时的发起人比较，未发生变化。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设立时，各发起人分别以其持有之创想

光电有限公司股权所代表的净资产出资，发起人依法拥有该等权益，

发起人将该等权益投入创想光电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 公司或股东是否属于需要履行登记或备案程序的基金或基金管理人 

1. 核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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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和公司全部现有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创想光电是一家主要从事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

生产的产品是 LED 灯条和 LED 灯具两大类。 

创想光电共有 12 名股东，分别为自然人张兵、唐小艳、唐安甫、刘

怡、黄亚琳、陈奋勉、朱丽芳、张兴华、孟娟珍、杨泽俄、周馥嫒，

机构股东丰元咨询。其中，丰元咨询是由张胜军、王剑文、唐钟三、

叶少峰、何绍萍、曾秀武、黄锦坤、周喜年、肖意、刘惠兰、何小

春、唐丽、张兵、何利、宋军涛十五名自然人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 

2. 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核查了创想光电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审计报告及相关

业务合同等，并核查了丰元咨询营业执照、合伙协议以及工商登记

资料等，并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相关检索和查询。 

3. 核查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是一家从事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公司生产的产品是 LED 灯条和 LED 灯具两大类，广泛应

用于室内外建筑照明、广告亮化和城市亮化等领域的公司。不存在

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亦不存在基金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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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

要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丰元咨询是由张胜军、王剑文、唐钟三、叶少峰、何绍萍、曾秀武、

黄锦坤、周喜年、肖意、刘惠兰、何小春、唐丽、张兵、何利、宋

军涛十五名自然人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以自有资金对创想光电进

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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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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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的基金或基金管

理人。 

(五) 创想光电实际控制人 

1. 自创想光电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设立至 2012 年 8 月，张兵和唐小艳共

计持有申请人 100.00%的股权，2012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张兵、

唐小艳和唐安甫共计持有申请人 100.00%的股权，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共计持有申请人 88.333%的股权，2017

年 2 月至今，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共计直接持有申请人 71.2667%的

股权，并通过丰元咨询间接持有公司 2.80%的股份。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共计持有创想光电 71.2667%的股权，

并通过丰元咨询间接持有公司 2.80%的股份。 

2.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创想光电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设立至 2017

年 9 月，张兵一直担任申请人的总经理和执行董事，唐小艳一直担

任申请人的监事，2017 年 9 月至今，张兵担任申请人的总经理、董

事长，唐小艳和唐安甫均担任公司的董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张兵担任申请人的总经理、董事长，唐小艳和唐安甫均担任

公司的董事，其对申请人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 

3. 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已于 2017 年 9 月 2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

人协议》，该协议约定：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

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在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

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

行协调，并保持一致意见；本协议一经签订即不可撤销，永久有效。

同时，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三人占董事会多数席位，在历次股东

（大）会、董事会决议表决上均保持一致，不存在否决会议议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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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对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计划、经营计划等拥有实质影响力。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对创想光电的经

营行为、董事会成员选任、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表决等事项足以产

生重大影响，形成对创想光电的实际控制，因此张兵、唐小艳和唐

安甫为创想光电的实际控制人。 

(六) 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说明、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自然人股东与法人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九部分。 

(七)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系由创想光电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八)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设立后，由创想光电有限公司的资产及

债权债务均由创想光电承继，该等资产、债权债务的承继不存在法

律风险。经本所律师核查，原由创想光电有限公司拥有的商标权、

专利权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更名为创想光电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

中。 

七、 创想光电的股本及演变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系由创想光电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

立，创想光电设立时股本总额为 1,500 万股，由张兵、唐小艳、唐安

甫、深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怡、黄亚琳、陈

奋勉、朱丽芳、张兴华、孟娟珍、杨泽俄、周馥嫒共计 12 名发起人

分别以其持有之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股权所代表的净资产折成相应股

份，全体发起人持有创想光电的股份数额及持股比例见本法律意见

书第七部分。 

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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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想光电设立过程中的股权界定不存在纠纷及风险。 

(二) 创想光电前身创想光电有限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1. 2011 年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设立 

创想光电有限公司系张兵、唐小艳于 2011 年 2 月出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张兵以货

币出资 9.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00%，唐小艳以货币出资 0.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0%。 

2011 年 2 月 15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出具《银行询

证函（工商验资专用）》，证明张兵、唐小艳共计缴纳 10.00 万元出资

已实际出资并缴足。 

创想光电有限公司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02 月 22

日颁发的注册号为 440306105210331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兵 9.50 95.00% 

唐小艳 0.50 5.00% 

2. 2012 年第一次增资及股东变更 

2012 年 8 月 8 日，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新增唐

安甫为公司股东；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10.00 万元增

加到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90.00 万元由股东

张兵认缴 74.50 万元，股东唐小艳认缴 74.50 万元，股东唐安甫认缴

50.00 万元。 

2012 年 8 月 8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出具《银行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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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函（工商验资专用）》，证明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共计缴纳 200.00

万元出资已实际出资并缴足。 

本次增资完成后，创想光电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兵 75.00 37.50% 

唐小艳 75.00 37.50% 

唐安甫 50.00 25.00% 

3. 2016 年第二次增资及股东变更 

2016 年 12 月 2 日，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新增深

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股东；同意将公司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200.00 万元，

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由股东张兵认缴 322.50 万元，

股东唐小艳认缴 322.50 万元，股东唐安甫认缴 215.00 万元，股东深

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40.00 万元。 

2017 年 7 月 24 日，深圳鹏盛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深鹏盛验字[2017]051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6 年 11 月

28 日止，创想光电有限已经收到了唐安甫、张兵、唐小艳、丰元咨

询 缴 纳 的 注 册 资 本 （ 实 收 资 本 ） 合 计 人 民 币 壹 仟 万 元

（RMB10,000,000.00 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创想光电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兵 397.50 33.125% 

唐小艳 397.50 33.125% 

唐安甫 265.00 22.083% 

深圳市丰元咨询服务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0 1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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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 年第三次增资及股东变更 

2017 年 2 月 17 日，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公司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1,200.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500.00 万元，

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由股东张兵认缴 9.00 万元，股东

刘怡认缴 66.00 万元，股东陈奋勉认缴 50.00 万元，股东黄亚琳认缴

50.00 万元，股东张兴华认缴 50.00 万元，股东朱丽芳认缴 50.00 万

元，股东孟娟珍认缴 15.00 万元，股东杨泽俄认缴 5.00 万元，股东

周馥嫒认缴 5.00 万元。 

2017 年 7 月 24 日，深圳鹏盛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深鹏盛验字[2017]052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7 年 4 月 27

日止，创想光电有限已经收到了张兵、刘怡、陈奋勉、张兴华、朱

丽芳、孟娟珍、杨泽俄、周馥嫒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人民币叁佰万元（RMB3,000,000.00 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创想光电有限的股权结构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

分。 

5.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停牌 

申请人因向股转系统申请挂牌有关事项，向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

圳）有限公司提出了停牌申请，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

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向申请人发出《关于同意终止企业挂牌服务

的通知》，同意申请人关于终止企业挂牌服务的申请，自通知出具之

日起，该中心与申请人签订的《企业挂牌服务协议》自动终止。 

根据创想光电出具的声明及其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

司的信息披露记录，创想光电（包括其前身创想光电有限）在前海

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挂牌期间仅进行挂牌展示服务，未

通过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平台进行过股权转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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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质押、股权增减等交易行为。 

(三)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详情参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五部

分。 

(四) 股份公司的股权变更 

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未发

生股权变更。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前身创想光电有限公司上

述设立及股权变动均经过了必要的主管部门核准和登记程序，实物

出资履行了必要评估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真实、有效；创想光电发起人所持股份均未转让，创想光电成立以

来其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创想光电股东分别出具的声明，创想光电股

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形。 

八、 创想光电的业务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现时有效的章程，创想光电的经营

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LED 灯光照明系统的设计、研发、销售、

上门安装与上门维护；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

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以下项目涉及应

取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审批文件方可经营：LED 灯光照明系统

的生产”。前述经营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 创想光电拥有的主要经营许可与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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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已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取得编号为

91440300570044566N《营业执照》。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已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取得《开户

许可证》（编号为 5840-02436239），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沙井支行，账号为 769257933608，核准号为 J5840054364203。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已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取得《对外

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为 03686262。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已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取得《海关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为长期。 

(三) 创想光电的主营业务为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创

想光电的说明，创想光电主营业务最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变更。 

(四) 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区或国家设立其他任何性质的机

构。 

(五) 分支机构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曾于 2013 年设立湖南

分公司，2015 年已注销，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中国境内未设立其他分公司。 

(六) 持续经营能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瑞华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48230018 号《审

计报告》，创想光电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

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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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创想光电未出现依据

《公司法》和创想光电章程需终止的事由，公司的经营范围、业务

及与业务有关的经营资质等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业务明确，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区或国家设立其

他任何性质的机构；本所律师认为，在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未发生对创想光电业务经营具有重大不利影响之变化的情况下，

创想光电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光电的主要关联方有： 

1. 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共计持有创想光电 71.2667%

的股权，为创想光电的实际控制人（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六部分）。 

2. 持有创想光电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创想光电实际控

制人以外，深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创想光

电 9.3333%的股份，前述主体构成持有创想光电 5%以上股份的关联

方。前述股东的基本信息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六部分。 

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文所述实际控制人（担任创想光电董事兼总

经理）外，创想光电董事张兵、唐小艳、肖意、唐安甫、何利，监

事王剑文、朱丽芳、黄亚琳，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唐

小艳因担任创想光电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而构成创想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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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方。 

4.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

者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序号 姓名 关联方名称 持股比例 

1 张兵 

深圳市丰元咨询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 30.00%财产

份额 

深圳市叁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

于 2017 年 7 月申请注销） 
持股 37.50% 

创想光电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

已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申请注销） 
持股 100% 

2 唐小艳 
深圳市叁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

于 2017 年 7 月申请注销） 

持股 37.50%，担

任法定代表人 

3 唐安甫 
深圳市叁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

于 2017 年 7 月申请注销） 
持股 25.00% 

4 肖意 丰元咨询 
持有 14.2857%财

产份额 

5 何利 丰元咨询 
持有 5.7143%财产

份额 

6 王剑文 丰元咨询 
持有 25.00%财产

份额 

5. 公司的子公司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创想光电无子公司。 

(二) 其他关联方 

1. 根据瑞华审字[2017]48230018 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其他关联方情况如下：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直接/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比例（%） 

深圳市创美思科技有限

公司 
参股股东控股公司 —— 

肖意 销售总监 1.33 

王剑文   监事会主席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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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   董事  0.53 

丰元咨询 员工持股平台  11.67 

黄亚琳 参股股东 3.33 

孟娟珍 参股股东 1.00 

张兴华 参股股东 3.33 

刘怡 参股股东 4.40 

杨泽俄 参股股东 0.33 

陈奋勉 参股股东 3.33 

朱丽芳 参股股东 3.33 

备注：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所登录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

会（https://app02.szmqs.gov.cn/outer/entSelect/gs.html）检索，深圳市创美思科

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设立时股东分别为周喜年（持股 36.00%，创

想光电参股股东）、创想光电（持股 28.00%）及万瑞华（持股 36.00%），创

想光电持有该公司 28.00%股权已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并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三) 关联方交易情况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瑞华审字[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并

经创想光电确认，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 月至 9 月，创

想光电与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创想光电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2015 年 

深圳市创美思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1,435.84 150,590.04 —— 

（1）关联采购的合理性 

深圳市创美思科技有限公司主营 LED 光电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公司

部分生产材料存在需求缺口，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时，从库存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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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美思科技有限公司购入。此关联交易发生存在偶然性，且

金额较小，关联采购具有商业实质性、合理性。 

（2）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因关联交易的偶然性，深圳市创美思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给创想光电

的部分材料均以其采购价作为销售价。 

2. 关联担保情况（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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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兵、唐小艳、

唐安甫 
2,550,000.00 2017.6.23 2019.6.23 否 

备注：根据申请人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售后回租赁合同》规

定张兵、唐小艳、唐安甫为该合同提供担保。 

3. 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期间 拆入金额 偿还金额 

张兵 
2015 年 

10,128,447.19 7,557,447.23 

丰元咨询 1,270,000.00  

张兵 

2016 年 

23,397,526.86  26,696,563.36  

丰元咨询 1,450,000.00 2,720,000.00 

黄亚琳  1,000,000.00   

孟娟珍  300,000.00   

张兴华  1,000,000.00   

刘怡  1,200,000.00   

杨泽俄  100,000.00   

陈奋勉  1,000,000.00   

朱丽芳  1,000,000.00   

张兵 

2017 年 1-9 月 

1,108,438.64   1,905,974.38   

丰元咨询 286,850.00    

黄亚琳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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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娟珍   300,000.00  

张兴华   1,000,000.00  

刘怡 120,000.00 1,320,000.00   

杨泽俄   100,000.00  

陈奋勉   1,000,000.00  

朱丽芳   1,000,000.00  

4.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单位：人民币/元 

（1） 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预付款项：    

深圳市创美

思科技有限

公司 

244,883.52 151,179.33  

其他应收

款： 
   

丰元咨询  120,000.00  

（2） 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2017 年 0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丰元咨询 166,850.00  1,270,000.00 

张兵  1,617,282.05 2,594,817.79 5,893,854.29 

黄亚琳    1,000,000.00   

孟娟珍    300,000.00   

张兴华    1,000,000.00   

刘怡    1,200,000.00   

杨泽俄    100,000.00   

陈奋勉    1,000,000.00   

朱丽芳   1,000,000.00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光电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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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报告期内，创想光电作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融资

困难，随着创想光电生产规模的扩大，营运资金需求量上升，创想

光电在依靠银行贷款的同时，为了保证创想光电临时性周转资金的

需要，创想光电向关联方借入资金，用于弥补营运资金缺口。 

(四)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了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定义、

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交易回避制度、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等，本

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已明确有关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程序。 

同时，为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潜在的关联交易，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及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本企业可能的避免和减少本人/本企业或本人/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组织、机构（以下简称“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创想光电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本企业或

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公平、自愿、等价和有偿

的一般商业原则，与创想光电及其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确

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

费的标准，以维护创想光电及其子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3、本人/本企业保证不利用在创想光电及其子公司的地位和影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创想光电及其子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

本企业或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利用本人/本企业在创

想光电及其子公司的地位和影响，违规占用或转移公司的资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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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及其他资源，或要求创想光电及其子公司违规提供担保。 

本人/本企业关于避免及规范关联交易的保证及承诺持续有效，直至

本人/本企业不再作为创想光电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为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不存在

侵害股份公司、创想光电子公司及创想光电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形，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创想光电成立后，也采取了有效措

施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关联交易制度，防止因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其

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

管理人员均做出了关于避免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五) 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实际控制人投资的企业虽从事与创想光电主营业

务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但深圳市叁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申请注销，创想光电有限公司（香港注册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申请注销，其他关联方未从事与创想光电主营业务相同或

相类似的业务。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光电与其

关联方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的实际控制人张兵、唐小艳和唐安甫向

创想光电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1. 在承诺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拥有权益的公司均未直接或间接经

营任何与创想光电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

何与创想光电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其自身及其拥有权益的公司将不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创想光电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

于任何与创想光电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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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创想光电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

围， 其自身及其拥有权益的公司将不与创想光电拓展后的产品或业

务相竞争；若与创想光电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其自身及

其拥有权益的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方式避免与创想光电产生同业竞

争，该等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 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产品或业

务；(2)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创想光电经营； (3) 将相竞争的业

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 

4. 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

部责任，并及时足额赔偿由此给创想光电造成的所有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有利于保护创想光电

及创想光电其他股东利益。 

十、 创想光电的主要财产 

(一) 房屋（厂房）租赁权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申请人租赁房屋情况： 

序

号 

承租

方 

出租

方 

租赁标

的 

房产证

编号 

租赁面

积 

月租金

（元/月） 

租赁期限 

1 

创想

光电

有限 

东方

建富 

深圳塘

尾富源

工业区

A1栋3

楼 

深房地

字第

5000672

031 号 

460.00

㎡ 

19.00 2015.3.26— 

2018.3.25 

2 

创想

光电

有限 

东方

建富 

深圳塘

尾富源

工业区

D1栋1

楼 

未取得

房产证

书 

490.00

㎡ 

29.00(前

三年，后

两年每年

递增

12%) 

2015.3.9— 

2020.3.8 

3 

创想

光电

有限 

东方

建富 

深圳塘

尾富源

工业区

A1栋3

深房地

字第

5000672

031 号 

2,600.00

㎡ 

19.00 2016.5.8— 

2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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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C4

栋 4 间

宿舍 

备注：经公司声明并经核查，上述图表中 1 和 3 中租赁的 A1 栋 3 楼为 3 楼的

不同区域。 

鉴于公司发起设立后，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上述合同尚未完成申请人名称变更。 

依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申请人所租赁房产

权利人为深圳市塘尾股份合作公司（2004 年由“深圳市宝安区福永

镇塘尾经济发展公司”更名为“深圳市塘尾股份合作公司”），2003

年 10 月 22 日，深圳市塘尾股份合作公司与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

限公司签署《厂房、宿舍、食堂租赁合同书》，约定将塘尾工业园厂

房、宿舍和食堂租赁给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使用，兴办企

业，实行自营经营、统一管理。 

2017 年 12 月 14 日，深圳市宝安区城市更新局出具《证明》，截至证

明出具之日止，申请人租赁房屋所在地块尚未纳入该局深圳市城市

更新改造范围内，但如果有关单位按照深圳市城市更新政策向相关

部门提出改造申请，或因城市更新需要等，该地块仍然有可能在未

来五年内被纳入更新改造范围进行改造。 

2017 年 12 月 8 日，创想光电取得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出具

的证明：自公司设立之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创想光电未因

违反规划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而被该委调查或行

政处罚。 

2018 年 1 月 5 日，创想光电取得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办事处出具

的《关于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租赁房屋及土地相关事宜说

明申请函的回复意见》，该回复意见载明，创想光电租赁的富源工业

园 A 栋和 D 栋均已申办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及生产经营性违法建

筑手续，目前已核发《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

建筑决定书》，申报单位为深圳市塘尾股份合作公司；根据《深圳市

宝安 201-01&10 号片区［福永桥头北地区］法定图则》，富源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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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栋规划功能为综合医院用地，富源工业区 D 栋规划功能为商业性

办公用地及道路用地；经核查，富源工业区暂未纳入宝安区城市更

新“十三·五”规划，也暂未纳入市土地整备年度计划，暂未收到

深圳市塘尾股份合作公司有关拆除重建、升级改造等申请；富源工

业区 A 栋及 D 栋建筑以 A1 栋、D1 栋房屋办理了租赁登记（备案），

其租赁关系为深圳市塘尾股份合作公司直接租赁给深圳市东方建富

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转租给相关物业给深

圳市创想光电有限公司，两栋建筑的租赁用途均为厂房。 

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函》，承诺事项如下：深圳市创想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所租赁的房产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被拆除或拆

迁，或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者出现任何纠纷、租赁房产实际用途

与原规划用途不符所导致的任何经济处罚或因该事项导致的创想光

电车间租赁成本增加，给创想光电造成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拆除、搬迁的成本与费用等直接损失，拆除、搬迁期间因此造成的

经营损失，被有权部门罚款或者被有关当事人追索而支付的赔偿

等），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将在毋需申请人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全额

承担上述经济损失，并不向申请人进行任何追偿；创想光电实际控

制人承诺确保创想光电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因该事项受到任何影

响。” 

本所律师认为，依据 2017 年 12 月 14 日和 2018 年 1 月 5 日，深圳

市宝安区城市更新局出具的《证明》和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办事

处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租赁房屋及土地相关

事宜说明申请函的回复意见》，申请人租赁厂房所在地块暂未被列入

城市更新改造范围，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暂不存在

因厂房所在地块被纳入城市更新改造范围致使厂房搬迁而影响申请

人持续经营的风险；虽然申请人所租赁部分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

但申请人仅为房屋承租方，而非房屋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房屋

承建单位或房屋所有权人，申请人不存在土地或建设项目的违法行

为，且未取得房产证书的部分已经核发《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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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决定书》；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已作出承诺，确

保申请人不会因租赁房屋涉及的法律瑕疵而导致该等租赁房屋被拆

除或拆迁、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者出现任何纠纷等而遭受经济损

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该事项对公司财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前述事项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 专利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持有以下专利

权证书： 

1. 专利权 

序

号 
名称 

类

别 

专 利 权

人 

发 明

人 

专 利 有 效

期限 
专利号 

1 LED

变 色

软 灯

带 

实

用

新

型 

创 想 光

电有限 

张兵 2014.4.3— 

2024.4.2 

ZL 

2014201602225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专利所有权人由创想光电有限更

名为创想光电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三) 商标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持有以下商标

权： 

序

号 
名称 

类

别 

注 册

人 
有效期限 注册号 

他 项

权利 

1 

 

11 

创 想

光 电

有限 

2015.3.14— 

2025.3.13 
13728074 无 

2  9 

创 想

光 电

有限 

2012.3.28— 

2022.3.27 
925561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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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创 想

光 电

有限 

2012.8.7— 

2022.8.6 
9583531 无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商标所有权人由创想光电有限更

名为创想光电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四)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持有以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序

号 
名称 登记号 

申请日/首

次发表时间 

取 得 方

式 
权利人 

1 LED灯光自动

化控制系统

V1.0 

2017SR297150 2017.06.21 原 始 取

得 

申请人 

2 LED灯光照明

系统 V1.0 

2017SR294347 2017.06.21 原 始 取

得 

申请人 

3 创想光电 LED

无线智能控

制软件 V1.0 

2015SR260165 2015.7.14 原 始 取

得 

申请人 

4 创想光电智

能照明灯带

亮度调节软

件 V1.0 

2015SR258461 2014.9.30 原 始 取

得 

申请人 

5 创想光电 LED

封装技术监

控软件 V1.0 

2015SR261134 2014.5.11 原 始 取

得 

申请人 

6 创想光电 LED

智能电源控

制系统 V1.0 

2015SR259054 2013.9.12 原 始 取

得 

申请人 

7 创想光电彩

色智能调节

控 制 软 件

V1.0 

2015SR261026 2013.6.9 原 始 取

得 

申请人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所有权人由创想

光电有限更名为创想光电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五)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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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申请人提供的《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创想光电相关域名情况如下： 

序

号 

域名 注册商 注 册 日

期 

到 期 日

期 

证书状况 

1 
greethink.com.

cn 

广东金万邦

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2013.11.

9 

2018.11.

9 
颁发证书 

(六) 固定资产 

报告期末，公司主要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固定资产名称 原值 

1 焊线机 2,060,000.00 

2 注塑机 1,572,649.57 

3 模具 866,666.65 

4 固晶机 840,000.00 

5 焊线机 800,000.00 

6 自动贴片机 726,495.73 

7 高产能焊线机 683,760.68 

8 点胶机 600,000.00 

9 高产能焊线机 549,401.72 

10 全自动固晶机 519,897.44 

11 505 分光机 500,000.00 

12 自动贴片机 470,085.47 

13 贴片机 427,350.00 

14 焊线机 412,000.00 

(七) 主要财产的权属状态及权利限制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除本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情形外，公司的其他财产不存

在担保、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八) 结论 

基于以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对其主要资产的拥有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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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十一、 创想光电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创想光电正在履行或

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协议主要有： 

1. 销售合同 

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目前签

署的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由于销售合同金额较小且次数较多，

因此选择部分销售金额在 20 万以上的大额合同/框架合同/订单等作

为重大合同予以披露）的基本信息如下： 

(1) 深圳市天成照明有限公司与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签订 

了《订购单》，约定由创想光电为深圳市天成照明有限公司提供采购

总额为 113.00 万元整的三芯支架。 

(2) 江门吉华光电精密有限公司与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签 

订了《采购订单》，约定由创想光电为江门吉华光电精密有限公司提

供采购总额为 80.9928 万元的灯带。 

2. 采购合同 

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目前签

署的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由于采购合同金额较小且次数较多，

因此选择部分采购金额在 15 万以上的大额合同/框架合同/订单等作

为重大合同予以披露）的基本信息如下： 

(1) 深圳市鸿旗灯饰配件有限公司与创想光电签订了交货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9 日《采购合同》，约定由深圳市鸿旗灯饰配件有限公

司为创想光电提供总金额为 55.85 万元的双面电解铜。 

(2) 东莞市鑫美金精密有限公司与创想光电签订了交货日期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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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6 日《采购合同》，约定由东莞市鑫美金精密有限公司为创

想光电提供总金额为 17.70 万元的八排黄铜素材。 

(3) 深圳市方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创想光电签订了交货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15 日《采购合同》，约定由深圳市方晟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为创想光电提供总金额为 16.20 万元的双面电解铜。 

(4) 北京达博有色金属焊料有限责任公司与创想光电签订了交货日 

期为 2017 年 12 月 19 日《采购合同》，约定由北京达博有色金属焊

料有限责任公司为创想光电提供总金额为 15.982 万元的金线。 

3. 售后回租赁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售后回租赁合同如下： 

2017 年 6 月 23 日，平安国际融资有限公司与创想光电签订了编号为

2017PAZL91772-ZL-01 的《售后回租赁合同》，约定创想光电向平安

国际融资有限公司出售焊线机（E78）和高产能焊线机（AB380）（下

称“租赁物”）并由平安国际融资有限公司回租给创想光电使用。租

赁物账面价值 393.88 万元，平安国际融资有限公司向创想光电支付

244.00 万元租赁物协议价款，自该协议价款支付之日为起租日，由

创想光电按合同约定向平安国际融资有限公司支付租赁物租金，租

赁期限 24 个月，租金总额为 276.00 万元，服务费 3.00 万元，总金

额共计 279.00 万元，同时，创想光电需支付 24.00 万元保证金，双

方约定该保证金直接从平安国际融资有限公司支付的 244.00 万元协

议价款中抵扣；在租赁期满后，创想光电有限有权以留购价人民币

100.00 元留购租赁物；本合同由张兵、唐小艳、唐安甫提供连带保

证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255.00 万元，担保期限自 2017 年 6 月 23

日至 2019 年 6 月 23 日。 

4. 银行授信协议及其项下担保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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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银行授信协议及其项下担保协议如下：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签

订编号为 2017 圳中银永额协字第 7000063 号的《中小企业业务授信

额度协议》，对公司授信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张兵先生及其配偶唐小艳女

士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签订 2017圳中银永小

保字第 000063A 号、2017 圳中银小保协字第 000063B 号的《中小企

业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前述授信提供担保，最高额担保所担保

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签订 2017圳中银永小质

字第 000063 号的《中小企业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前述授信提供

担保，质押物为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两年内创想光电所产生的所

有应收账款；创想光电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签订

2017 圳中银永小质字第 000063 号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担

保主合同“2017 圳中银永额协字第 7000063 号的《中小企业业务授

信额度协议》授予的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上述重大合同之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创想光电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

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以及创想光

电的说明，截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 除本法律意见书第十一部分

所述之债权债务关系外，创想光电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

权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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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及创想光电

的说明，截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创想光电存在之金额较大的其他

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创想光电金额位居前五位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深圳市东方建富实业有限公司 押金 241,500.00 

曾秀武 往来 80,000.00 

何利 往来  18,000.00  

唐美霞 往来  12,000.00  

丁欢 往来  12,000.00  

合  计  363,5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上述其他应收款系在创想光电正常生产、

经营中产生，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情形。 

2. 根据[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及创想光电的说明，截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创想光电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关联方往来款 1,784,132.05  8,228,413.97  

天猫借款   203,025.78  

水电费  103,324.23  68,810.34  

合   计 1,887,456.28 8,500,250.09 

（2）无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上述其他应付款系在创想光电正常生产、

经营中产生，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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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创想光电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 创想光电有限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2015 年 12 月 11 日，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编号为（长沙县）

登记内注核字（2015）第 17130 号《准予注销登记登记证书》，创想

光电有限湖南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经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注销登记。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所述

创想光电有限增资情形外以及上述分公司注销外，创想光电有限未

进行其他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导致其实际控

制人变化、主营业务改变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二) 股份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的说明，创想光电自设立以来未进

行合并、分立、其他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导致其实际控制

人变化、主营业务改变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三) 公司拟进行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创想光电不存在拟进行合并、分立、其他增资扩股、减少注册

资本以及导致其实际控制人变化、主营业务改变的重大资产变化及

收购兼并的行为。 

十三、 创想光电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章程经创想光电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经创立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并提交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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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想

光电章程的制定已履行必需的法律程序。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现行章程按《公司法》起草和修订，其

内容与形式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公

司法》不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为本次挂牌及转让已经拟定了《深圳市

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并经过创想光电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之内容与形式均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相应规定。 

十四、 创想光电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组织机构图，创想光电已建

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机构等组织机构，本所

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之创立大会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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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决策制度》、《对外担

保制度》及《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该等议事

规则及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总

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该等创想光电的内部控制制度均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本所律师核查了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召开之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之 2017 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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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召开之 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核查了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召开之第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召开之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之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核查了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召开之第一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的会议文件。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自成立以来股东大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内容以及决议的

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指定人员全权处理一切有关公司设立、登记

及相关事宜。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创想光电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

关事宜。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自成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

的授权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 创想光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董事会成员为张兵、唐小艳、肖意、唐

安甫和何利，张兵为创想光电董事长。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监事会成员为王剑文、朱丽芳和黄亚琳，

其中王剑文为职工代表监事和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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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张兵任创想光电总经理， 唐小艳担任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肖意担任销售总监。 

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

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创想光电章程的规定。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 申请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变化如下： 

1. 董事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设立时，张兵担任创想光电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9 月 2 日，创想光电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选举张兵、唐小艳、肖意、唐安甫和

何利 5 人为创想光电董事。 

2. 监事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设立时，曾发生担任创想光电

有限公司监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9 月 2 日，创想光电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选举朱丽芳和黄亚琳为股东代表监事，

与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王剑文组成创想光电第一届

监事会。 

3. 高级管理人员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有限公司设立时，张兵担任创想光电有

限公司总经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9 月 2 日，创想光电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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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决议，聘任张兵任创想光电总经理，聘任唐小艳担任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聘任肖意担任销售总监。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报告期内的上述部分变动均已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 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 创想光电的税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创想光电

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为：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税率 应缴纳所得税 25/15 

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 17 

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适用的上述主要税种、税率均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 创想光电享受的税收优惠 

2016 年 11 月 21 日，创想光电有限取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

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6442303198，有效期三年，上

述证书更名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创想光电有限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享受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合法

有效。 

(三) 创想光电的税务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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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福永税务分局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出具的深国税证[2017]第 60618 号《深圳市国家

税务局税务违法记录证明》，自公司设立税务登记之日（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暂未发现创想光电重大税务违法

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 出 具 的 编 号 分 别 为 深 地 税 宝 违 证 [2017]10002453 号 、

[2017]10002454 号、 [2017]10002455 号、 [2017]10002456 号、

[2017]10002457 号、[2017]10002458 号、[2017]10002459 号《深圳市

地方税务局税务违法记录证明》，自公司设立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暂未发现创想光电税务违法记录。 

(四) 财政补贴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期间，创想光电取得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期间 金额 补贴明细 

2016 年 9,428.64 失业稳岗补贴 

2016 年 4,500.0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助款 

2016 年 357.28 社保工伤补助款 

合计 14,285.92  

十七、 申请人的工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劳动保

障及产品质量标准 

(一)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2017 年 6 月 14 日，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委员会宝安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创想光电有限作出编号为深市质宝

市罚字[2017]永 4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创想光电销售无执

行标准的灯带电源适配器，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的规定，因此主管部门责令创想光电有限停止销售，没收违法

产品和违法所得 381.92 元，并处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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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56 元，创想光电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支付了上述罚款。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

出具的《证明》，创想光电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期间有违反市场和质量（包括工商、质量监督、知识产权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和价格检查等）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宝安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创想光电销售无执行标准的灯带电源适配器予以处罚，依

据《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责令产品生产者、销售

者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百分

之五十的罚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并处货值金

额三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涉嫌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出具了编号为深市监信证[2017]2445 号《复函》，载明上

述处罚为定额处罚；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相关法律法规未规定情节严

重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涉及的行政处罚罚款金额

不大，且公司已按时足额缴纳了相应的罚款，相关违法行为已得到

纠正。公司受到的本次行政处罚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 申请人环境保护情况 

1. 主营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创想光电的主营业务为“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1 年最新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LED 照明行业属于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下的照明器具制造

（C387）；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LED 照明行业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2015 年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

业分类指引》，LED 照明行业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的照明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6 

器具制造（C387）；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2015 年发

布的《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LED 照明行业属于非日常

生活消费品下的家用电器（13111012）。 

环境保护部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

类管理名录》（环第 101 页办函[2008]373 号）文件规定：重污染行

业有冶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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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创想光电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

染行业。 

2. 依据发行人提供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及拟投资建设项目环保情况如下： 

（1） 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7 年 4 月 24 日，深圳市福田区环境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接受创想

光电有限的委托，为创想光电有限增加 LED 支架的生产建设项目出

具编号为深宝环评 2017M-12 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依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福田区环境

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证书等级

为乙级，证书编号为国环评证乙字第 2866 号，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评价范围如下：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为乙级类别：冶金机

电和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为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具备为创想光电有限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资质要求。 

（2） 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 

2017 年 7 月 24 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出具深宝环批

[2017]660072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该批复显示：该项

目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噪声均需处理达标后排放；生产、经营

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不准擅自排放或混入生活垃圾中倾倒，工

业危险废弃物需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业废物处理单位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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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复未要求创想光电有限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也未要求创

想光电有限办理《排污许可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为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无违法违规证

明的复函》，创想光电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复函出具之日止，在该

局业务管理系统中无环保行政处罚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主营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并已建立

相关环保管理制度，环保治理设施运转情况良好，根据本所律师登

录深圳市人居环境网（http://www.szhec.gov.cn/）、深圳市信用网

（ http://www.szcredit.com.cn/ ） 和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检索及深圳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复函，报告期内创想光电未发生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也不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证明》，创想光电自设立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能

够依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生产，未发现

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受到处罚的情况。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创想光电在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期间无因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而被我局行政处罚的

记录。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创想光电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在该中心开设账户，截至证明开具之日，没有因违法违规而被该

中心处罚的情况。 

(六) 劳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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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名册、用工合同、公司出具的声明，瑞华出具

的[2017]48230018 号《审计报告》，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相关人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册员工 94 名，根据公司书面确

认并经抽查公司与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公司与所有员工均签署了

劳动合同。 

创想光电自设立至今，不存在因劳动用工问题引起的纠纷。2017 年

11 月 29 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深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守法情况的回复》。

根据该回复，创想光电自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期

间，无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创想光电劳动用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的纠纷。 

(七) 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认证证书 

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想光电拥有的产品

质量和技术标准的证书如下： 

序

号 

证书名

称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发证日期 

1 UL 
20170714-

E491793 

LED 低压灯具，地面安装，二级，

12-5050-30X 和 12-5050-60X 
2017.4.11 

2 ROHS 

TCT11111

1000001R

-1 

LED 节 能 灯 （ LESL,ESL3W, 

ESL5W,ESL7W,ESL9W, ESL12W, 

ESL15W） 

2011.11.1

0 

3 ROHS 

TCT11111

1000001R

-2 

LED 灯珠（ LED,HIGHPOWER 

LED,SMD LED,PIRANHA 

LED,LAMP LED,INFRARED 

LED） 

2011.11.1

0 

4 GMC 
LT201223

77 
-- 

2012.11.2

1 

5 CE/BST 
BST17024

98260001

Ledstrip

（ leds5050w60,leds5050ww60,led
201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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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EC-1 s5050r60,leds5050g60,leds5050b60

,leds5050y60, leds5050rgb60） 

6 FCC 

BST17024

98260001

Y-1EC-3 

Ledstrip

（ leds5050w60,leds5050ww60,led

s5050r60, 

leds5050g60,leds5050b60, 

leds5050y60, leds5050rgb60） 

2017.7.25 

7 TCT/CE 
TCT11202

070002E 

Ledstrip

（ leds5050w60f,leds5050w60n,led

s5050ww60,leds5050ww60,leds50

50r60f,leds5050r60n,leds5050g60f,

leds5050g60n,leds5050b60f,leds50

50b60n,leds5050y60f,leds5050y60

n,leds5050rgb60f,leds5050rgb60n,l

eds5050w30f,leds5050w30n,leds35

28w60f,leds3528w60f,leds3528w1

20f, leds3528w120n） 

2012.2.7 

8 TCT/CE 
TCT1501

26E003C 

StripLed

（ leds5050w60f,leds5050w60n,led

s5050ww60,leds5050ww60,leds50

50r60f,leds5050r60n,leds5050g60f,

leds5050g60n,leds5050b60f,leds50

50b60n,leds5050y60f,leds5050y60

n,leds5050rgb60f,leds5050rgb60n,l

eds5050w30f,leds5050w30n,leds35

28w60f,leds3528w60f,leds3528w1

20f, leds3528w120n） 

2015.1.30 

8 
TCT/RO

HS 

TCT1501

26R004C 

StripLed

（ leds5050w60f,leds5050w60n,led

s5050ww60,leds5050ww60,leds50

50r60f,leds5050r60n,leds5050g60f,

leds5050g60n,leds5050b60f,leds50

50b60n,leds5050y60f,leds5050y60

n,leds5050rgb60f,leds5050rgb60n,l

eds5050w30f,leds5050w30n,leds35

28w60f,leds3528w60f,leds3528w1

20f,leds3528w120n） 

2015.2.2 

9 
TCT/RO

HS 

TCT11202

070002R 

Led Strip/Led tape（leds5050w60f, 

leds5050w60n,leds5050ww60,leds

5050ww60,leds5050r60f,leds5050r

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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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n,leds5050g60f,leds5050g60n,le

ds5050b60f,leds5050b60n,leds5050

y60f,leds5050y60n,leds5050rgb60f,

leds5050rgb60n,leds5050w30f,leds

5050w30n,leds3528w60f,leds3528

w60f,leds3528w120f,leds3528w12

0n） 

10 
POCE/C

E 

POCE130

71674CLS 
Led Strip3528 2013.8.12 

十八、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说明，创想光电报告期内诉讼、

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1、 诉讼 

2015 年 6 月 15 日，深圳市诺尔斯科技有限公司起诉创想光电有限，

称创想光电有限尚欠货款 76,953.00 元未支付，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

院受理该案件后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作出(2015)深宝法福民初字

00072 号《判决书》，判决创想光电有限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向深圳市诺尔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63,393 元，并支付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以 22,713.00 元、40,680.00 元为本金分

别自 2015 年 6 月 15 日、2015 年 7 月 1 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的逾期利息，驳回深圳市诺尔斯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驳回创想光电有限的反诉请求。 

2016 年 5 月 27 日，创想光电有限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后双方达成调解，并于 2016 年 8 月 4 日签订《调解书》，该院于 2016

年 8 月 4 日作出(2016)粤 03 民终 9937 号《调解书》，创想光电在调

解书签订之日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深圳市诺尔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53,000.00 元，诉讼费由各自负担，创想光电有限按上述时间、金额

履行支付义务后，双方基于本案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均不

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否则深圳市诺尔斯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向深圳

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深宝法福民初字 00072 号《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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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所确定的内容。 

2、 劳动仲裁 

2015 年 9 月 15 日，申请执行人何紫开与被执行人深圳市创想光电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作出的深宝劳人仲（福永）案（2015）959 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

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由于被执行人至今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6 条、

第 38 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深圳市创想光电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以人民

币 7,155.00 元及利息为限）；不足部分，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相应价

值的财产。 

3、 行政处罚 

2017年6月14日，当事人在天猫淘宝销售无执行标准的灯带电源适配

器，采购数量共计124个，销售数量共计124个，合计货值金额1969.12

元，违法所得381.92元。（深市质宝市罚字【2017】永42号）当事人

销售上述商品的行为，违反《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应当标明产品执

行标准号而未标明。依据《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

八条规定，有主管部门责令产品销售者停止销售，没收违法产品和违

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五的罚款。 

（1）没收违法所得 381.92 元； 

（2）罚款人民币 984.56 元。 

2017 年 12 月 28 日，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复函：上述

违法违规行为相关法律法规未规定情节严重情形。鉴于上述行政处

罚所涉违规情形轻微、且公司能够主动纠正，涉及金额较小，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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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营业收入金额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计，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故

不会对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除上述已披露信息外，创想光电、创想光电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及高管理人员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法违规经营而被工商、税务、

社保、环保等部门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其它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本所律师核查，以上诉讼是公司正常经营中产生的劳动纠纷与合

同纠纷，截至目前，案件已经结案，判决履行完毕；以上诉讼属于

正常经济往来中发生的民商事诉讼，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公司已加

强劳动用工管理，依法履行劳动用工保障；公司已加强业务合同管

理，及时跟进质量、监督付款事宜。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风险能

够得到有效控制。 

本所律师认为，以上诉讼不对公司核心资产及业务造成严重影响，

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提供的说明，创想光电不存在任何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对创想光电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创想光电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对其自身资产状况、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创想光电董事、监事及高管理人员出具的说

明，创想光电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未了结的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九、 结论意见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的条件， 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构成本次挂牌及转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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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障碍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中引用的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已

具备进行本次挂牌及转让的上报待核准条件，本次挂牌及转让尚待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审查。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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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创想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签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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