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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致: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作为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有关事项”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

《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

范，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就公司股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出如下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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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或者公司的行为、有关事实发生或存在时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律师对该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

而出具。  

本所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公司已经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陈述；披露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全部有关事实，且该等材料、事实均真实、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其提供本所的各份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均获得

了适当的、有效的授权，该等文件的印章和签字均真实无误；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的副本、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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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或扫描件均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挂牌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

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和境外法律事项发表专业意

见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投资决策、境外法律事项等内容时，

均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公司的说明予以引述。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公司在其为本次挂牌而编制的《法律意见书》中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或根据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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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或定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分别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或定义 全称 

本所 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指派之经办律师 

通辉股份／公司／申请人 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通辉有限 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 

发起人 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发起人股东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订)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订)  

《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基本标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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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源证券或主办券商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挂牌的审计

机构 

《法律意见书》 

本所于 2018年 12 月 19日为本次挂牌出具的《广东润鹏律师事

务所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有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审计报告》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2月 10 

日为本次挂牌出具的编号为亚会 B审字（2018）2323 号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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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工商局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报告期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日 

元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主币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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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批准和授权 

（一）通辉股份的内部批准程序 

2018 年 10 月 8 日，通辉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股票挂牌时采取集

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等议案。  

2018 年 10 月 24 日，通辉股份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该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

出席，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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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及《关于公司股票挂牌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等议案，同意通辉股份以集合竞价

转让方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与本次申请挂牌相关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已依法就

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授权董事会。  

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作出的与本次挂牌及转让有关的决议

内容在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之内，其对董事会作出的上述授权合法有效，通辉股份已就本次挂

牌及转让获得了其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和授权。 

（二）股转公司的审查同意 

根据《业务规则》规定，通辉股份本次挂牌及转让尚需取得股转公司的审查同意。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本次挂牌和转让已履行内部程序，尚须取得股转公司的审

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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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挂牌及转让的主体资格 

 通辉股份系由通辉有限通过折股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通辉有限成立于

2010 年 5月 11 日。2018 年 9 月 20 日，经东莞市工商局核准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自通

辉有限成立至今已持续经营二年以上。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基本情况如下： 

(一)工商注册登记信息 

通辉股份现时持有注册号为：4419000007962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555555966F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全国信用公示系统及营业执照所记载，其最新的工商注册登记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东莞市清溪镇谢坑龙江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孙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11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发、加工、产销：模具、五金、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通辉股份现时股权结构 

根据通辉股份工商档案所记载，通辉股份现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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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0 10 净资产折股 

2 孙华 300 60 净资产折股 

3 于新华 150 3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500 100 -- 

经本律师核查,通辉股份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即不存

在下列情形:  

1.营业期限届满；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6.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 

同时，申请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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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据此,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系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资格的要求。 

 

三、本次挂牌及转让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挂牌及转让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本次挂牌及转让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详见正文之“四、设立及股本演变”部分）。 

（二）本次挂牌及转让符合《业务规则》的规定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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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辉股份的工商资料，通辉股份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详见正文之“四、 设立及股

本演变”部分），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的规定。 

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审计报告》、申请人的情况说明并核查申请人的业务合同，通辉股份的主营业务专

注于注塑模具的设计、生产与销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主要从事的业务没有

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审计报告》，申请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是：2016 年 6,391,564.92 元、

2017 年 10,016,360.14 元、2018 年 1-9 月 13,308,183.87 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是 100%、78.36%、100%。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业务明确。 

通辉股份合法拥有相关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详见正文之“九、主要财产”部分)，在报

告期内，具有持续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等持续的营运记录，并且公司业务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以及环保、质量及安全之要求。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关于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等终止经营及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情形。据此,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的规定。 

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通辉股份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相应制定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详

见正文之“十四、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部分)，对内部事务进行分工，在经

营管理上具备较好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能够根据公司治理制度依法履行职责、规范运作。据

此，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治理机制健全。 

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和实际控制人、公司出具的声明和承诺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

通辉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经营行为合法规范，报告

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等情况(详见正文之“十九、诉讼、仲裁与行政处罚”部分)。据此，通辉

股份合法合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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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通辉股份提供的工商资料，申请人的设立及历次增资的注册资本均已足额缴纳，股东

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整体变更行为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署了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履

行了相关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验资、评估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详见正文之“四、设立及股

本演变”部分)。不存在争议或纠纷。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适宜担任股

东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有限及通辉股份在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未经法定

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行为。通辉股份现有股东持有的股权明晰，股票发

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据此，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的规定。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通辉股份与开源证券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就通辉股份向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推荐挂牌、持续督导进行了约定。经本律师核查,开源证券具有担任通辉股份股票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据此，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的规定。 

 

四、设立及股本演变 

1.设立 

2010 年 4 月 10 日，孙华、冯艳签署《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章程》，成立通辉有限，

约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由孙华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冯艳以货币方式

认缴出资人民币 20 万元，全部出资于 2010 年 5月 7 日实缴。 

2010 年 5 月 9 日，东莞市正弘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正弘内验字”【2010】第 210350 号

《验资报告》。截至 2010 年 5 月 7 日，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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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50 万元。 

2010 年 5 月 11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1900000796221），企业名称：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住所：东莞市清溪镇谢坑龙江路

12 号；法定代表人：孙华；注册资本：50 万元；经营范围：研发、加工、产销：模具、五金、

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辉有限设立时，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实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孙华 300,000.00 300,000.00 60.00 货币 

2 冯艳 200,000.00 200,000.00 40.00 货币 

合计 500,000.00 500,000.00 100.00 -- 

2、2010 年 11 月，通辉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11 月 10 日，通辉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冯艳将其持有公司 40%的

股权以人民币 2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张雪军。2010 年 11月 10 日，冯艳与张雪军就上述股权

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2010 年 11月 25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本

次变更后，通辉有限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实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孙华 300,000.00 300,000.00 60.00 货币 

2 张雪军 200,000.00 200,000.00 40.00 货币 

合计 500,000.00 500,000.00 100.00 -- 

3、2014 年 5月，通辉有限第一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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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月 26 日，通辉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通辉有限注册资本由 50万元增

加至 200 万元，本次增资 150 万元。其中，由股东孙华以货币方式出资 90 万元、股东张雪军以

货币出资 60万元，并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根据 2014 年 5 月 26 日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前述

增资在 2024 年 5 月 26 日前缴足。同时，根据该次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研发、

加工、产销：模具、五金、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4 年 5 月 29 日，本次增资事项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备案并办颁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通辉有限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实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孙华 1,200,000.00 300,000.00 60.00 货币 

2 张雪军 800,000.00 200,000.00 40.00 货币 

合计 2，000,000.00 500,000.00 100.00 -- 

4、2015 年 7月，通辉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7 月 21 日，通辉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张雪军将其所持有公司 40.00%的股权

以 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中辉。2015 年 7 月 21日，张雪军与王中辉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

了《股权转让合同》。 

根据 2016 年 7 月 21 日的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孙华 120 万的认缴出资以及张雪军 80 万

的认缴出资已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缴足。经核查，上述认缴出资并未全部实际缴纳。 

2015 年 8月 6 日，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备案，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通辉有限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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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实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孙华 1,200,000.00 300,000.00 60.00 货币 

2 王中辉 800,000.00 200,000.00 40.00 货币 

合计 2，000,000.00 500,000.00 100.00 -- 

5、2018 年 6月，通辉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8 年 6 月 20 日，通辉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通辉股份注册资本由 200 万元

增加至 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00 万元。其中，原股东孙华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1,800,000 元，原股东王中辉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1,200,000 元。 

根据孙华和王中辉出具的银行回单，截至 2018 年 6 月 28 日，孙华和王中辉将第一次和第

二次增资的注册资本均实缴补足。 

2018 年 6 月 25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

资完成后，通辉有限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实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孙华 3,000,000.00 3,000,000.00 60.00 货币 

2 王中辉 2,000,000.00 2,000,000.00 40.00 货币 

合计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 -- 

6、2018 年 7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7月 5 日，通辉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王中辉将其所持有公司 40.00%的股权分

别以 56.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的股权、以 169.5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于新华 30%的股权。2018 年 7 月 5 日，王中辉分别与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新

华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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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0 日，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备案，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通辉有限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元） 

实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广东平云山

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10.00 货币 

2 孙华 3,000,000.00 3,000,000.00 60.00 货币 

3 于新华 1,500,000.00 1,500,000.00 30.00 货币 

合计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 -- 

7、2018 年 9月，通辉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2018 年 9月 5 日，通辉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通辉有限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同时更名为“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将通辉有限以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按一定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本，每股面值 1 元，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不高于

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 7 月 31 日净资产额。公司原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折股溢

价全部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2018 年 9月 3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亚会 B 审字（2018）

2297 号《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18 年 7 月 31日的审计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5,485,387.90 元。 

2018 年 9月 4 日，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林评字【2018】139 号《评估报告》。

公司截至 2018 年 7 月 31日的评估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593.47万元。 

2018 年 9月 5 日，通辉股份全体股东作为公司的发起人签署了《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

公司的发起人协议》，约定将通辉股份以经亚会 B 审字（2018）2297 号《审计报告》列示的净

资产 5,485,387.90 元为基准，按照 1:0.9115 的比例折合成 500万股，每股面值为一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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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记名式普通股，并以此作为拟变更设立的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500 万

元人民币，其余额 485,387.90 元人民币计入拟变更设立的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

积金。 

2018 年 9月 5 日，通辉股份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2018 年 9月 6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出具了《验资报告》（亚

会 B 验字【2018】0099 号），经审验，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将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合为注册资本 500 万，余额 485,387.9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8 年 9月 7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莞市通

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关于设立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

等议案，并选举产生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18 年 9 月 20 日，公司领取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本次整体变更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广东平云山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0 净资产折股 

2 孙华 3,000,000 60 净资产折股 

3 于新华 1,500,000 3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5，000,0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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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性 

通辉股份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独立于实际控制人孙华及其关联企业，

具体如下： 

（一）业务 

通辉股份主要从事注塑模具的设计、生产与销售业务，并少量从事塑胶制品的生产销售业

务。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独立开拓市场，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的独立经营能力。根据公司的说

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通辉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显示

公平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问题。（详见正文之“十、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部分） 

（二）资产 

根据公司资产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和《审计报告》，通辉股份合法拥有开展业务所需的财产

所有权和使用权，拥有的资产产权明晰(详见正文之“九、主要财产”部分)，不存在与股东共

用资产的情形。通辉股份所拥有和使用的资产主要包括办公设备、机器设备等与生产经营相关

的资产。通辉股份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资产均在其控制和支配之下，通辉股份股东及其关联

方不存在占用通辉股份的资金和其他资产的情况。 

（三）人员 

通辉股份制定了明确清晰的人事、劳动和薪资制度。通辉股份所有员工均按照规范程序招

聘录用并签订了劳动合同。通辉股份现任董事与监事均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和规定选举产生；总经理、财务总监与技术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均在通辉股份

工作并领取薪酬。 

（四）财务 

根据《审计报告》，通辉股份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财务人员。通辉股份实

行独立核算，能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通辉股份开立了独立的基本结

算账户，未与股东单位及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用银行账户。通辉股份作为独立纳税人，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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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缴纳义务，不存在与股东单位混合纳税现象。 

（五）机构 

通辉股份根据相关法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各

司其职。通辉股份根据自身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设置了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各机构和部门

之间分工明确，独立运作，协调合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通辉股份业务独立于其股东和其他关联方，不构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资产独立完整，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系统，人员、机构、财务独立，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 

 

六、股东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申请人的股东 

经查验，通辉股份现时的股东为 2个自然人，1个法人，其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占比（%） 

1 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净资产折股 50 10 

2 孙华 净资产折股 300 60 

3 于新华 净资产折股 150 30 

合计 -- 500 100 

（二）申请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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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 

经核查法人的工商资料并经其确认，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

且在中国境内设有住所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东的资格，

股东身份适格。不存在以公开或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或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

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自然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1900337875718X 名称 

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法定代表人 梁宁 

注册资本 1000 万 成立日期 2015 年 5月 25 日 

住所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二路 10号中科创新广场 A栋 4楼 433室 

经营期限自 2015 年 5月 25 日 经营期限至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研发、产销：智能家居、汽车、单车、电子产品；批发、零售：

预包装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农业投资，道路运输，货物代

理项目投资。 

登记机关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 年 7月 27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任职情况 

1 卢达永 550 55  

2 梁宁 350 35 
监事会主席、 

法定代表人 

3 袁钟茂 100 10  

合计 1000 100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1 孙华 300 60 董事长、总经理 

2 于新华 150 30 -- 

合计 45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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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上述自然人股东均不具有境外居留权，具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担任有限公司股东的资格。其中，孙华持有公司 60%的股权并担任通辉股份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孙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通辉有限成立以来，孙华一直持有通辉有限 60%的股

权，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整体变更后，孙华持有通辉股份 60%的股份，并担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和生产经营能够产生控制性影响。因此，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孙华对公司拥有支配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且在报告

期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经本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孙华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下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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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律师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孙华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基于上述核查，本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一直是孙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认定依据及理由充分、合法。  

 

七、分支机构与长期投资 

(一)分支机构  

根据通辉股份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股份未设立分支机构。  

(二)长期投资 

根据通辉股份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股份没有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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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业务 

 (一)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及持有的注册号为：4419000007962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900555555966F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研发、加工、产销：模具、

五金、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审计报告》和本所律师抽查的业务合同，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注塑模具的设计、

生产和销售。 

综上，通辉股份目前的主营业务与登记核准的经营范围相符，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

事主营业务，不存在法律障碍。通辉股份实际经营的业务和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符合国家有关

产业政策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超越经营范围从事经营的情况。 

（二）中国大陆以外经营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公司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进行投资经营。 

（三）业务变更情况 

根据申请人报告期内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业务收入情况，申请人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为

注塑模具设计、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申请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 

（四）业务资质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对业务合同的抽查以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在报告期内开展相关业务不存在超越资质、使用过期资质经营的情况。 

（五）持续经营 

经核查申请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工商档案资料、《审计报告》和申请人订立的重

大业务合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期内有持续

生产经营记录；申请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经营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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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或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因此，申请人不存在影响持续

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主要财产 

(一)有形资产 

1、房屋和建筑物 

经核查，通辉股份无自有房产和建筑物。 

2、租赁房产 

经核查，通辉股份生产和办公用房为租赁房产，位于东莞市清溪镇谢坑龙江路 12 号。根据

东府国用（2006）第特 38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厂房所在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人为东莞市

球利贸易有限公司。根据 2014 年 12 月 1 日通辉有限签订的《有期有偿租赁厂房合同书》，租

赁期限为：2015 年 2 月 1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每月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为 8 元。每

月租金为 18600 元。厂房建筑物投影面积为 2325平方米。厂房围墙内占地面积为 3750平方米。 

3、自有车辆 

经核查，通辉股份有自有车辆，情况如下： 

车牌号码 车辆类型 

使用 

性质 

品牌型号 

是否购买 

交强险 

检验有效期 备注 

粤 SK122U 

轻型载货

汽车 

载货 五十铃 是 2018年12月  

粤 S6RL83 小轿车 办公 梅赛德斯奔驰 是 2019 年 3 月 抵押 

4、生产机器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9月 30 日，申请人拥有账面原值为 8,275,649.60 元，账

面价值为 3,771,814.06 元的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办公设备。其中，机器设备的账面原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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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8,699.42 元，账面价值为 3,546,797.97 元。经查验，通辉股份有生产机器设备共计 44 台。

其中，有三台采用融资租赁方式购买的机器仍在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经核查，通辉股份暂未拥有以出让或受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2、商标 

根据通辉股份的说明并经查询国家商标局网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持有

商标。 

3、发明专利 

根据通辉股份的说明并登录专利查询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股份未

拥有专利。 

4、域名 

经本所律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ICP/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申请人名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持有的域名情况如下： 

序号 租赁物 厂牌型号 出租方 金额（含税） 起租日 租赁期间（月） 

1 
线切割机 CHMERG43S 

 

裕融租赁

有限公司 

 

448000.00 

 

2017/2/23 24 

2 发那科小型加

工中心机 

FANUC 

ROBODRILLa

-D14MIB 

 

裕融租赁

有限公司 

 

488000.00 

 

2017/3/21 24 

3 发那科小型加

工中心机 

FANUC 

ROBODRILLa

-D14MiA 

 

裕融租赁

有限公司 

 

390000.00 

 

2018/3/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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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经核查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文件及其确认，并按照重要性原则，申请人的主要关联方情况如

下： 

(一)主要关联方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通辉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孙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六、股东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三）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股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控制其他企业，未对其

他企业施加重大影响或参股。也未担任其他企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持有申请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于新华和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六、股东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二）申请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2）卢达永持有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5%的股权，间接持有通辉股份 5.5%的股份。

经核查，卢达永其他持股企业为：东莞市永运顺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洪梅洪都贸易经营部，

具体情况如下： 

（1）东莞市永运顺贸易有限公司 

备案/许可证号 网站名称 网址首页网

址 

域名 审核通过

时间 

网站负责人 

粤 ICP 备

18105483 号-1 

东莞市通辉模

具有限公司 

www.thmuju

.com 

thmuju.

com 

2018.8.27 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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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根据工商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1900MA4UP81Q9H 名称 

东莞市永运顺贸易有

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法定代表人 袁文华 

注册资本 300 万 成立日期 2016 年 5月 4 日 

住所 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村凤观路 160号第一栋一楼 

经营期限自 2016 年 5月 4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销售：电子产品、五金制品、塑胶制品、木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6 年 5月 4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2）东莞市洪梅洪都贸易经营部 

    经核查，根据工商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1900MA51EJ3P9H 名称 

东莞市洪梅洪都贸易

经营部 

类型 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卢达永 

注册资本 10 万 成立日期 2018 年 03月 20 日 

住所 东莞市洪梅镇黎洲角村商业街 56 号 110 号 

经营期限自 2016 年 5月 4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销售：日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8 年 06月 04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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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辉股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通辉股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任职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与公司关系 

孙华 60% -- 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

总经理 

冯艳 -- -- 董事 

李文新 -- -- 董事 

冯爱华 -- -- 董事、技术总监 

费菲 -- -- 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梁宁 -- 3.5% 监事会主席 

肖波 -- -- 监事 

张辉 -- -- 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该等人员的配偶、年满十八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 

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系密切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根据董监高的说明和本所律师核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系密切家庭成员直

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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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门市聚维五金制品厂 

孙华是通辉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姐姐孙晓琴在

江苏省海门市设立了海门市聚维五金制品厂。经核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其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注册号 320684601331026 名称 
海门市聚维五金制品

厂 

类型 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 孙晓琴 

注册资本 --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月 11 日 

住所 海门市正余镇新高村八组 

经营期限自 2015 年 12月 11 日 经营期限 永续 

经营范围 
五金制品（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海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5 年 12月 11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2）深圳市恒睦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佳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松旭光电显示技术

有限公司 

李文新担任通辉股份的董事。其妻子为张竹，女儿李诺。 

李文新无对外投资企业，其在深圳市恒睦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 

    （1）张竹和李诺对外投资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企业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佳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张竹持股 95%； 

李诺持股 5% 

2 深圳市松旭光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张竹持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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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竹和李诺对外任职企业的情况如下： 

 

 

（3）深圳市恒睦投资有限公司 

经核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0300MA5DKXEA89 名称 

深圳市恒睦投资有限

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晓义 

注册资本 1282.0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9月 13 日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 1号楼 2410 

经营期限自 2016 年 9月 13 日 经营期限 永续 

经营范围 

汽车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经营电子商务；商务项目策划；数据库咨

询、数据库管理；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登记代理；国内、国际货运代

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研；市场营销策划；礼仪服务；

会务策划；公关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文化交流活动策划；房地产经纪；财

务管理咨询；翻译服务；打印及复印；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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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6 年 9月 13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4）深圳市佳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经核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0300MA5EDWUU32 名称 

深圳市佳盈财务咨询

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竹 

注册资本 100 万 成立日期 2017 年 3月 15 日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B 座 512A 

序号 任职企业 职务 

1 深圳市佳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张竹任执行董事、总

经理 

李诺任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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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自 2017 年 3月 15 日 经营期限 永续 

经营范围 

财务咨询，商务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商标代理；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除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登记机关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 年 3月 15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5）深圳市松旭光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0300771648614A 名称 

深圳市松旭光电显示

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海峰 

注册资本 25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 年 3月 8 日 

住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福民村人民路 229 号康脉工业园 A 栋四楼 

经营期限自 2005 年 3月 8 日 经营期限 2025 年 3月 8 日 

经营范围 
液晶显示模组的生产、销售；电子光电配套产品的销售（以上均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登记机关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8 年 5月 3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3）东莞市车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博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贵州博派智能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梁宁为通辉股份监事会主席，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持有广

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35%。其妻子为谢赵珍。 

（1）梁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企业 持股比例 

1 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5% 

2 东莞市车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6% 

3 贵州博派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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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宁对外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任职企业 职务 

1 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2 东莞市博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3 贵州博派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3）谢赵珍对外投资情况： 

 

 

 

（4）谢赵珍对外任职情况： 

 

 

 

（5）东莞市车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经核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1900MA4UUH6C8E 名称 

东莞市车眼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法定代表人 姚国安 

注册资本 100 万 成立日期 2016 年 9月 8 日 

住所 东莞市石碣镇水南东祠第一工业区 9 栋 4 楼 

经营期限自 2016 年 9月 8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研发、加工、产销：电子产品 

登记机关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 年 4月 27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6）东莞市博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投资企业 持股比例 

1 东莞市博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 

序号 任职企业 职务 

1 东莞市博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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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441900699724503C 名称 

东莞市博派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谢赵珍 

注册资本 450 万 成立日期 2010 年 1月 12 日 

住所 东莞市横沥镇石涌民营工业区 37 栋二、三楼 

经营期限自 2010 年 1月 12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研发、加工、产销：电子产品 

登记机关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 年 4月 21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7）贵州博派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核查，根据工商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信用代

码 
91520381MA6DL89A5J 名称 

贵州博派智能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梁宁 

注册资本 1000 万 成立日期 2016 年 4月 26 日 

住所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大道竹循环产业园 B 区 4号 

经营期限自 2016 年 4月 26 日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研

发、产销、加工：电子产品、塑胶制品、五金制品、工艺品、礼品、机械自

动化、智能互联网、汽车配件、汽车电子、智能自行车；货物进出口。） 

登记机关 赤水市市场监督局 核准日期 2016 年 4月 26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二)关联交易 

1）根据《审计报告》、申请人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申请人在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1)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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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履行情况 

孙华 公司 保证 232260.00 2017.3.2 2025.3.2 正常 

孙华、 

冯艳 

公司 保证 425000.00 2016.5.27 2018.5.27 履行完毕 

孙华、 

冯艳 

公司 保证 448000.00 2017.2.20 2021.2.20 正常 

孙华、 

冯艳 

公司 保证 488000.00 2017.3.11 2021.3.11 正常 

孙华、 

冯艳 

公司 保证 390000.00 2018.3.15 2022.3.15 正常 

 

（3）关联销售--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制造和出售模具，属于偶发性关联交易，金额较小。 

关联方 年月份 拆入（元） 拆出（元） 期末余额 

 

孙华 

2016 年 4,998,822.00 2,450,530.79 8,236,035.39 

2017 年 7,691,491.44 6,759,550.44 9,397,479.31 

2018年 1月至 9月 4,126,600.00 13,215,000.00 925,307.62 

序号 关联方 内容 2016 年度

（元） 

2017 年度

（元） 

2018年度 1月至 9月

（元） 

1 孙晓琴 制造模具 -- -- 2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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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的履行及规范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发生在通辉有限阶段。由于通辉有限未建立关联交易的管理制度，相关

关联交易未履行董事会、股东会的决策程序。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和其

他规章管理制度，包括《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决策、审批程序，规范了

关联交易的行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承诺若为公司的生产和经营需要确实需与其发生关联交易的，将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保证不会通过从公司借款，由公司提供担保、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方式

侵占公司资金，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2018 年 10 月 24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近两年及一期

关联交易确认意见的议案》，确认近两年及一期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且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并未违反当时有效的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未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 

3）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申请人已经在其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会议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和其他公允决策程序。 

 (三)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不存在通辉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从事相同、相

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通辉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孙华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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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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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辉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

及活动，或拥有与通辉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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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本人在担任通辉股份董事、监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辞去上述职务六个

月内，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3）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由本人直接原因造成的，并经法律认定的通辉股份的全

部经济损失。 

 

十一、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在报告期内，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经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的对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业务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销售合同 

报告期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销售合同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执行

情况 

1 东莞市好景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190,000.00 2016.2.1 履行完毕 

2 东莞圣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加工 104,000.00 2016.5.30 履行完毕 

3 深圳市润升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模具 500,000.00 2016.7.12 履行完毕 

4 东莞乙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机加工件等 317,244.43 2016.8.17 履行完毕 

5 东莞乙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机加工件等 408,500.00 2016.9.9 履行完毕 

6 东莞乙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机加工件等 106,210.00 2016.10.11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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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执行

情况 

7 东莞乙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机加工件等 625,100.00 2016.11.29 履行完毕 

8 东莞圣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加工 440,000.00 2016.12.31 履行完毕 

9 东莞乙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机加工件等 432,915.00 2017.2.13 履行完毕 

10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1,180,000.00 2017.5.22 履行完毕 

11 南通金池塑胶有限公司 模具 151,000.00 2017.6.2 履行完毕 

12 东莞冠皇精密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导风罩模具 258,000.00 2017.7.12 履行完毕 

13 广州承葛复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设备零

件模具 
1,060,000.00 2017.7.12 履行完毕 

14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350,000.00 2017.8.5 履行完毕 

15 东莞市宗耀五金有限公司 模具 470,340.00 2017.9.1 履行完毕 

16 东莞市建雄实业有限公司 模具 209,000.00 2017.9.27 履行完毕 

17 东莞市宗耀五金有限公司 模具 146,000.00 2017.10.10 履行完毕 

18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145,000.00 2017.11.20 履行完毕 

19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200,000.00 2017.11.20 履行完毕 

20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745,000.00 2017.12.26 履行完毕 

21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300,000.00 2018.1.3 履行完毕 

22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188,000.00 2018.1.15 履行完毕 

23 广东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设计

制造模具 
190,000.00 2018.1.31 履行完毕 

24 南通金智塑胶有限公司 模具 240,000.00 2018.2.26 履行完毕 

25 江苏美昀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加工 880,000.00 2018.3.2 履行完毕 

26 江苏美昀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加工 420,000.00 2018.4.24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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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执行

情况 

27 江苏美昀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零件加

工 
200,000.00 2018.5.3 履行完毕 

28 东莞市建雄实业有限公司 模具 400,000.00 2018.5.7 履行完毕 

29 东莞市慧通实业有限公司 模具加工 500,000.00 2018.6.11 正在履行 

30 东莞市宗耀五金有限公司 模具 531,164.00 2018.6.11 正在履行 

31 南通金池塑胶有限公司 模具 250,000.00 2018.7.21 正在履行 

32 东莞乙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104,500.00 2018.8.29 正在履行 

 

2、重大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采购合同（以合同金

额 4 万元人民币以上为标准）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执行

情况 

1 
东莞市卡耐基注塑模具科技有限

公司 

分流板、时

间控制器等 
50,000.00 2016.1.15 履行完毕 

2 东莞市群元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面板、热流

道、底板等 
220,000.00 2016.7.26 履行完毕 

3 东莞市瀚鑫模架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61,200.00 2016.8.17 履行完毕 

4 东莞市群元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模胚 42,000.00 2016.8.26 履行完毕 

5 东莞市鑫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热流道 42,500.00 2016.9.6 履行完毕 

6 东莞市鑫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热流道 30,000.00 2016.9.7 履行完毕 

7 东莞市瀚鑫模架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50,000.00 2016.10.13 履行完毕 

8 东莞市瀚鑫模架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47,000.00 2016.12.12 履行完毕 

9 东莞市鑫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热流道 42,500.00 2017.1.9 履行完毕 

10 东莞市瀚鑫模架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54,500.00 2017.2.22 履行完毕 

11 东莞市瀚鑫模架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80,000.00 2017.4.17 履行完毕 

12 东莞市鑫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热流道 41,100.00 2017.4.18 履行完毕 

13 东莞市双和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46,000.00 2017.4.24 履行完毕 

14 东莞市贝斯特热流道科技有限公 分流板、针 91,800.00 2017.5.27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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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执行

情况 

司 阀咀、接线

盒等 

15 
东莞市贝斯特热流道科技有限公

司 

分流板、针

阀咀、接线

盒等 

73,600.00 2017.5.27 履行完毕 

16 东莞市瀚鑫模架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94,000.00 2017.6.2 
履行完毕 

 

17 东莞市双和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 53,000.00 2017.7.6 
履行完毕 

 

18 
东莞市贝斯特热流道科技有限公

司 

分流板、针

阀咀、接线

盒等 

70,000.00 2017.7.31 履行完毕 

19 
东莞市贝斯特热流道科技有限公

司 

分流板、热

咀、接线盒

等 

60,000.00 2017.8.5 履行完毕 

20 东莞市鑫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热流道 51,680.00 2018.1.4 履行完毕 

21 东莞市群钢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面板、流道

板等 
70,000.00 2018.3.26 履行完毕 

22 
东莞市高记精密模胚制品有限公

司 
模胚 77,000.00 2018.3.28 履行完毕 

23 东莞市天勤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模胚、非标

模胚 
40,000.00 2018.6.7 履行完毕 

24 河源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标准精度精

料加工 
63,235.00 2018.6.27 履行完毕 

 

3、融资租赁合同 

序

号 
租赁设备名称 

设备总价

（元） 
出租人 

承租

人 

保证

人 
签订日期 

租赁

期限 
履行情况 

1 
法兰克 CNC小

型加工中心机 

  

363,247.86  

裕融租赁

有限公司 

通辉

有限 

孙华、

冯艳 
2016.5.27 

24

个月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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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慢走丝线切割

机 

  

382,905.98  

裕融租赁

有限公司 

通辉

有限 

孙华、

冯艳 
2017.2.20 

24

个月 
正在履行 

3 
法兰克 CNC小

型加工中心机 

  

417,094.02  

裕融租赁

有限公司 

通辉

有限 

孙华、

冯艳 
2017.3.11 

24

个月 
正在履行 

4 
法兰克 CNC小

型加工中心机 

  

333,333.33  

裕融租赁

有限公司 

通辉

有限 

孙华、

冯艳 
2018.3.15 

24

个月 
正在履行 

4、贷款合同 

合同名称 贷款人 借款人 保证人 签订日期 
贷款

期限 

贷款金额 

（元） 

履行

情况 

《汽车贷款

抵押合同》 

梅赛德斯-奔驰

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 

通辉有

限 
孙华 2017.3.2 

36 个

月 
232,260.00 

正在

履行 

 

5、房屋租赁合同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生产用房产，其租赁合同如下： 

签订日期 出租方 签署合同 租赁资产 合同条款 
租赁 

期限 

合同执

行情况 

2014.12.1 

东莞市球

利贸易公

司 

《有偿有期厂

房租赁合同》 

东莞市清溪镇

谢坑村龙江路

12 号 

厂房月租金

总额为

18,600 元 

2015.2.1至

2020.3.31 

正在履

行 

（二）经抽查上述部分合同，除房屋租赁合同外，其他重大合同均为合法有效，目前不存

在争议或纠纷，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同时，本所律师注意到，由于通辉有限所签订之《有偿有期厂房租赁合同》涉及的标的房



 

37 
 

产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合法报建手续，租赁合同所涉的标的物为

违章建筑。所以，租赁合同可能为无效合同，租赁合同所涉房产存在被拆除或没收的法律风险。

但是，本所律师认为，该租赁合同的法律状态并未对通辉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实质性障碍，

其理由如下： 

（1）根据东府国用（2006）第特 38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厂房所在的土地为国有土地，

土地使用权人为东莞市球利贸易有限公司，其规划用途为工业用途。厂房的实际用途符合规划

用途。 

（2）根据对东莞市球利贸易有限公司的说明和本所律师核查，东莞市球利贸易公司将厂房

出租给通辉股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厂房的租赁合同不存在争议。 

（3）厂房办理了消防、环保等手续，符合消防、环保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4）根据对谢坑村委的说明，该厂房在近期无拆迁的计划，可以持续使用。 

（5）因通辉股份的主营业务是注塑模具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即使现在的厂房被拆除或没

收，由于通辉股份的生产对厂房并无特殊的要求，可以立即实施搬迁。虽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但对通辉股份的生产并不会造成持续性影响。 

（三）根据公司的确认和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

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发生的侵权之债。 

（四）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除本法律意

见“十、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易”披露的关联交易外，通辉股份与其他关

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通辉股份不

存在为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五）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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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宏阜精密零

组件（深圳）有限公司所欠的货款共计 279,452.99 元很可能无法收回。 

 

十二、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通辉股份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及其前身通辉有限自设立至今不存在合

并、分立和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形。 

（二）公司及其前身的历次增资行为请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设立和股本演变”。 

（三）经通辉股份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在报告期内，公司未有重大资产变化。 

（四）经通辉股份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未有拟

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剥离、重大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划或意向。 

 

十三、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2018 年 9 月 7 日，通辉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章

程》。 

经核查，公司于创立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系申请人现行有效的章程。该公司章程

已在东莞市工商局核准备案。经核查，该《公司章程》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文件的规定制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法定程序，内容和形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一）职能及组成 

股东大会为通辉股份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对股东大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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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董事会为通辉股份常设决策机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名。监事会为通辉

股份常设内部监督机构，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1 名,占监事会人数

的三分之一。  

（二）议事规则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通辉股份创立大会暨 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

致表决通过了《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建立健全了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三）规范运作情况 

通辉股份整体改制以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运作情况如下 ： 

1.股东会 

序号 日期 名称 审议议案 

1 2018 年 9月 7 日 创立大会暨 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1、《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净资产折

股投入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2、《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设立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3、《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筹备

设立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筹备

设立费用报告的议案》； 

5、《关于选举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6、《关于选举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7、《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8、《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 

9、《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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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 

11、《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办法》； 

12、《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管理办法》； 

13、《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 

2 2018年 10月 24日 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1、《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 

2、《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公司股票挂牌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

方式的议案》； 

4、《董事会就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的说明

和自我评价的议案》； 

5、《关于公司近两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确认意

见的议案》 

 

2.董事会 

序号 日期 名称 审议议案 

1 2018 年 9月 7 日 第一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1、《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

作细则》； 

2、《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工作细则》； 

3、《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

系管理制度》； 

4、《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 

5、《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6、《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7、《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备用金管

理制度》 

2 2018年 10月 8 日 第一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1、《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 

2、《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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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公司股票挂牌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

方式的议案》； 

4、《董事会就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的说明

和自我评价的议案》； 

5、《关于公司近两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确认意

见的议案》； 

6、审议《关于提议召开二零一八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监事会 

序号 日期 名称 审议议案 

1 2018 年 9月 7 日 第一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关于选举梁宁担任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查公司存档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文件，在公司整体变更后，能够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规范运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会议召集、召开

方式、会议提案、议事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签署等方面合法、法规、真实和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法人治理结构。自公司整体变更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和签署真实、合法和有效。 

 

十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人员构成及在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根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兼职情况如下: 

机构 姓名 公司职务 兼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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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孙华 董事长兼总经理 -- 

费菲 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 

冯爱华 董事、技术总监 -- 

李文新 董事 深圳市恒睦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冯艳 董事 -- 

监事会 梁宁 监事会主席 广东平云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贵州博派智能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东莞

市博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监事 

肖波 监事 -- 

张辉 职工代表监事 -- 

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 

-- --  

（二）任职资格 

根据通辉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书面说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其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即不存在如下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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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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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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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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三）合法合规 

根据通辉股份的书面说明，其董监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董事、监

事、高管义务问题，其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通辉股份董监高的书面说明，其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据此，本律师认为，通辉股份董监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义务问题，

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竞业禁止 

根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及承诺，前述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

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有关上述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与原单位有

关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五）最近两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1）董事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孙华一直为通辉有限执行董事。 

2018 年 9 月，股份公司成立，选举孙华、费菲、冯艳、李文新、冯爱华五人为董事，孙华

为董事长，任期三年。 

（2）监事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王中辉为通辉有限的监事。2018 年 6 月 21 日，通辉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免

去王中辉监事职务，聘任于新华为通辉有限监事，任期三年。 

2018 年 9 月，股份公司成立，选举梁宁、肖波为监事，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辉为职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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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任期三年。同时，选举梁宁为监事会主席。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孙华一直为通辉有限总经理。 

2018 年 9 月，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孙华为总经理，同时聘任费菲为财务

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聘任冯爱华为技术总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一期所发生的变化情况符合相关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均因《公

司章程》规定、经营管理需要等正常原因而发生，且核心管理人员并未发生变动，并没有构成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通辉股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重大对外投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关联交易

与同业竞争”部分之“（一）关联方”之“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系密切家庭成

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的相关内容。 

 

十六、员工 

（一）员工情况 

根据通辉股份的员工花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通辉股份员工

58 人。经本所律师抽查，通辉股份均已与员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二）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 

根据通辉股份的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明细，并经本律师核查其缴费凭证，截至 2018

年 9 月员工总数为 58 人，通辉股份为 56 人缴纳了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未缴

纳社会保险的 2 名员工是新入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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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股份已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数为 46 人，存在未为全体员

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通辉股份未为 12 名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存在可能被主管部门处罚并补缴

部分住房公积金的风险。除前述情形外，通辉股份在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方面基本

符合法律、法规的，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严重违反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处罚的情形。 

为充分保障员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公司承诺，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将逐步规范住房公积金

的缴纳。 

2018 年 11 月 16 日，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确认通辉股份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未有因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而受行政处罚的证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确认通辉股份不存在因住房公

积金缴存事宜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三）劳动争议 

根据通辉股份的说明，通辉股份自 2016 年以来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劳动争议。  

 

十七、税务 

 （一） 主要税种和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和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序号 税种 税率（%） 

1 增值税 16、17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5 

3 教育费附加税 3 

4 地方教育附加税 2 

5 企业所得税 25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通辉股份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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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的纳税情况 

根据东莞市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和本所律师的核查，在报告期内，根据公司适用的税种和税

率缴纳税款，不存在因未按时缴纳税款或拖欠税款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的情形。 

 

十八、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质量监督 

（一）环境保护 

公司主营业务是注塑模具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参照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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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

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 号）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所从事的行

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的

分类申请人的行业和生产工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可能造成重大

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已取得如下涉及环境环保的批复、批准或证照手续： 

2018 年 8 月 14 日，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编号“东环建【2018】6104”《关于东莞市通

辉模具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同意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在东莞市清溪镇谢坑

龙江路 12 号进行新建。主要从事塑胶五金模具的加工生产。 

2018 年 10 月，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编制《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报告》。该报告表明废水、废气排放达到要求。 

2018 年 10月 22 日，申请人取得东莞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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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种类为废气，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 

2018 年 12月 13 日，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噪声、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同意公司该项目的噪声、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设施通过环保验收。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互联网检索等方式核查，公司在日常经营中遵守相关环

保规定，公司日常环保运营合法法规，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

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安全生产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和本所律师的核查，申请人的主营业务不属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和《关于公布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管理的产品目录的公告》规定的需要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范围，无需办理相关安全生产许可。 

根据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通辉股份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该局行政处罚。 

（三）质量监督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质量认证证书，公司已取得质量认证证书如下： 

 根据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通辉股份自 2016 年 1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而受该局行政处罚。 

 

十九、诉讼、仲裁与行政处罚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机关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144069 2016.4.28-2017.4.22 

上海赛瑞质量认证

有限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144069 2018.4.12-2019.3.29 

上海赛瑞质量认证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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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师以书面审查、查询、互联网检索、访谈及书面确认等方式对公司的诉讼、仲裁和行

政处罚情况进行了核查，包括:查阅公司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查阅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出具的说明，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

并对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查阅公司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一）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针对其

重要资产、权益和业务及其他可能对公司本次挂牌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重大

行政处罚事项。 

（二）根据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作出的确认，并经本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

以合理预见的、可能对公司本次挂牌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根据公司董监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董监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四）经本律师核查，最近 24 个月，公司不存在违反工商、税务、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五）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说明并经本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不存在劳动、社保等其他合规经营方面的问题和法律风险。  

 

二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

全，合法规范经营；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公司已经委托主办券商推荐本

次挂牌并持续督导。因此，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司股票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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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本次挂牌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但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

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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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市通辉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有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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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                    

                                          杨勇军                                  

 

                                          二〇一八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