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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公司 指 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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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试行）》 

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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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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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15H1086号 

致：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委托，作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之特聘法律

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股票发

行业务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出具法律意见。 

第一部分引言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

规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援引本法律意见书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但是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4、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全面地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书面证明，

并且，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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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实。 

5、本法律意见书所评述的事项，仅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并且仅就与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有关的法律问题，根据本所律

师对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意见。对会计、验资等

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书除严格援引有关资料外，不作评述。 

6、本所律师经过认真核查，证实所有副本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于

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

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机构及部门所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由任何其他人予以引用和依赖。 

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第二部分正文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现有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330106000005479”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尚凌辉，注册资本为3675万元，住所为杭州市余杭区

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98号7幢东楼，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计算机视

觉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模式识别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络传输技术、光

电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批发、零售：视频监

控产品，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光电产品，智能玩具，计算机

硬件，办公自动化设备，营业期限为长期。 

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4月1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

让，股票简称为“捷尚股份”，股票代码为“832325”。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定向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二、公司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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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中国证监

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 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35名。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5年12月15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67名，本次定

向发行股票将引进新的投资者4名，且该4名投资者经本所律师核查均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本次定行发向完成

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200 人。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且发行对象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次定向发行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三、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发行方案》，本次

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名(含 10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规定的投资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具体为： 

（1）不超过 3家具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资格的做市商。 

（2）不超过 7 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

投资者。 

上述发行对象应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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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的规定，方可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

票定向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

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投资

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5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

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二）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

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两种情形。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35名。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之规定：认购私募股权基金、

资产管理计划等接受证监会监管的金融产品，已经完成核准、备案程序并充分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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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信息的，可以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增发。 

经本所律师核查，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投资者共8名，其中自然人

投资者3名，机构投资者5名，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1、杭州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28日，现持有杭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余杭分局核发的“330184000248525”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

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尚凌辉，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杭州

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在册股东，截至2015年12月15日，持有公司625万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7.01%，为公司单一持股比例最大的股东，尚凌辉现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持股

公司，不属于私募基金，也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备案登记或基金备案登记。 

2、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19日，持有上海市工商局

核发的“91310000057628560W”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10,000万元；法

定代表人为齐蕾，住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40层；营业期限为长

期；经营范围为：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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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为公司在册股东，截至2015年12月15日，持有公司51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39%。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8月28日办理

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4527”。 

3、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其管理的东证创新-金信灏洋2号

新三板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证创新-金信灏洋2号新三板投资基金已于2015年12月7

日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SD7672”。基金管理人为上海东

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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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10日，持有上海市工商局核发的

“310000000092649”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528174.2921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潘鑫军，住所为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3层、25层－29层；营业

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限国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短期融

资券及中期票据）；股票期权做市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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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在册股东，截至2015年12

月15日，持有公司160.9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38%。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具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做市业务资格的做市商，不需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手续。 

5、倪慧泉 

倪慧泉为公司在册股东，截至2015年12月15日，持有公司3.7万股股份，持

股比例为0.10%。 

6、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博时资本-新三板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经本所律师核查，博时资本新三板一号资管计划已于2015年4月3日办理了资

产管理计划财产备案登记，管理人为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02月26日，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前海注册工作组核发注册号为“440301106899025”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为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江向阳，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

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营业期限为长期。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32号”《关于核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子公司的批复》：核准同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博时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博时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现持有编号为“A005-01”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 

7、濮红宝 

濮红宝，男，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草场

门营业部出具的《证明书》，濮红宝符合投资者参与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

转让投资者的条件。 

8、申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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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玲，女，197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根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深南大道车公庙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书》，申小玲符合投资者参与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投资者的条件。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相关规定，

为参与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合格投资者。 

2、本次定向发行的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

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四、公司现有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截止 2015年 12 月 15日，公司共有在册股东 67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43

名，机构股东 24名。前述 24名机构股东中，除在册证券公司股东以及参与认购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在册机构股东之外，本所律师核查了其他 17 名机构股

东的相关信息，并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进行了查询，核查结果如下： 

1、杭州海凯迩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海凯迩安防工程有限公司立于 2007 年 8 月 13 日，现持有杭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西湖分局核发的“330106000008585”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资本为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尚凌辉，经营范围为：服务：承接视频监控系

统工程及维护（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中介）；批发、零

售：智能门禁产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杭州海凯迩安防工程有

限公司现有自然人股东 16名，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尚凌辉持有 42.1687%股权，

其余 15名自然人股东均为公司员工。 

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海凯迩安防工程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员工

设立的持股公司，不属于私募基金，也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办理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登记或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 

2、杭州厚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厚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4年5月22日，持有杭州

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330103000212368”号《营业执照》；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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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伙人为浙江华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下城区百井

坊新村64-68号203室；合伙期限自2014年5月22日至2022年5月21日；经营范围为：

服务：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除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杭州厚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5年5月6

日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基金编号为“SD5560”，管理人为浙江华瓯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2月11日办理了私

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8286”。 

另经本所律师核查，杭州厚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5年3

月4日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8807”。 

3、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菁华新三板5号私募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菁华新三板5号私募投资基金已于2015年6月3日办理了私

募基金备案登记，基金编码为“S39163”，基金管理人为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15日，持有上海市虹口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91310109320737896E”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梁宇峰，住所为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110弄15号208-44室；

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

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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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现有股东2人，分别

为：法人股东上海益盟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梁宇峰。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4日办理了

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5519”。 

4、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菁华新三板520私募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菁华新三板520私募投资基金已于2015年6月17日办理了私

募基金备案登记，基金编码为“S61147”，基金管理人为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5、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8月21日，现持有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编号为“91370000614073351Q”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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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为李伯涛，住所为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317号；营业期限为长期；

经营范围为：药品生产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药品生产(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药用包装制品的生产销售；化工

原料、医药辅料及中间体、煤炭、农产品的批发；药物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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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股东为：山

东鲁发药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该公司不属于私募基金，也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办

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或基金备案登记。 

6、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东证创新-精选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证创新-精选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已于2015年3月4日办理

了私募基金备案证明，基金编号为“S27445”，基金管理人为上海东方证券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8月28日办理

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4527”。 

7、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安新三板1号私募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安新三板1号私募投资基金已于2015年4月27日办理了私

募基金备案证明，基金编号为“S33576”，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8日，持有上海市虹口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310115002068993”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陈东升，住所为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667弄107号404室；经营期限

为2013年1月18日至2033年1月17日；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

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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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4月1日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0674”。 

8、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领资产新三板二期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银领资产新三板二期基金已于2015年4月30日办理了私募

基金备案证明，基金编号为“S33298”，基金管理人为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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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8日，持有上海市工商局自贸

试验区分局核发的“310141000074774”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海乐，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55号5层591室；

经营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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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7月22日办理了私

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4065”。 

9、上海银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领资产并购1期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银领资产并购1期基金已于2015年6月5日办理了私募基金

备案登记，基金编码为“S37121”，基金管理人为上海银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银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25日，持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市

场监管局核发的“310115002617411”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牟涛，住所为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2幢2区4140室；

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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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股东为：上海银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银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4月16日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登记，登记编号为“P1010789”。 

10、上海如壹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如壹2号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如壹2号基金已于2015年3月4日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基金编码为“S26817”，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如壹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上海如壹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持有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

“310116002892002”号《营业执照》；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杨济如；主要经营场

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金廊公路41号15幢395室；合伙期限自2013年7月8日至

2043年7月7日；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

批项目外），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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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如壹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已于2014年4月29日办理了私募基金管

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1413”。 

11、上海如壹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如壹3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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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如壹3号基金已于2015年3月12日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

记，基金编码为“S26818”，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如壹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12、北京金弘聚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金弘聚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

局核发的“110101016702409”号《营业执照》；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曹建红；主

要经营场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南街2号院1号楼2层2单元217；合伙期限自2014

年1月20日至2074年1月19日；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该合伙企业现有合伙

人2名：曹建红、曹建新。 

本所律师认为：该合伙企业为自然人设立的对外投资主体，不属于以非公开

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也不属于私募基金

管理人，不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或基金备案登记。 

13、上海金陀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陀罗飞龙3号证券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金陀罗飞龙3号证券投资基金已于2015年4月7日办理了私

募基金备案登记，基金编码为“S27282”，基金管理人为上海金陀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金陀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1日，持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市

场监管局核发的“310115002139666”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华中锋，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250号2幢三层B378室；

经营期限自2013年7月1日至2033年6月30日；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

事代理记账），企业形象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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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现有两名自然人股东：华中锋和陈强。 

上海金陀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7月22日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

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4038”。 

14、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瓜牛的梦想证券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瓜牛的梦想证券投资基金已于2015年4月29日办理了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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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备案登记，基金编码为“S33518”，基金管理人为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310115002594702”号《营业执照》；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侯逸；主要经

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298号4号楼H224室；合伙期限自2015年2月26日

至2035年2月25日；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企业管理，

项目投资，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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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伙企业现有合伙人2人：侯炳祥、侯逸。 

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于2015年3月25日办理了私募基金管

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9662”。 

15、吉林省瀚海融科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省瀚海融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8日，持有白城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发的“220800000035133”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刘炬，住所为吉林省白城市纯阳路30号；营业期限自2014年04月08日至

2034年04月07日；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实业投资、风险投资、商业贸易投资、

教育投资、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除外）；经济信息服务，企业、个人投资理

财咨询服务（金融、证券、期货除外）；房产抵押贷款咨询、信用担保咨询及相

关担保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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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现有一名自然人股东：刘炬。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省瀚海融科投资有限公司系自然人设立的对外投资主

体，不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

金，也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或基金备

案登记。 

16、北京金弘兴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金弘兴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核发的“110108017369096”号《营业执照》；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曹永利；主要

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1号院2号楼2层201-025；经营范围为：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该合伙企业现有合伙人2名：袁俊东、曹永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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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该合伙企业为自然人设立的对外投资主体，不属于以非公开

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也不属于私募基金

管理人，不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或基金备案登记。 

17、北京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1日，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西城分局核发的“110102015185424”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丁毅，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2号楼1102室；营业期

限自2012年08月21日至2032年08月20日；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

业策划、设计；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

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帐等需经专项 审批的业务，不得

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现有四名

自然人股东：丁毅、黄诚、李武岳、赵小燕。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自然人设立的对外投资主体，

不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也

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或基金备案登

记。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截止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及新增投资者中，私募基金管

理人及私募基金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办

理备案登记。 

五、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过程及结果 

2015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股票发行认购

合同的议案》、《关于修订<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召开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5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股票发行认购合

同的议案》、《关于修订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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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事宜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份数量为48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600万元，具体认购对象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1 杭州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50,000 37,000,000 现金 

2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000 现金 

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4,000,000 现金 

4 倪慧泉 250,000 5,000,000 现金 

5 
博时资本-新三板 1 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250,000 5,000,000 现金 

6 濮红宝 250,000 5,000,000 现金 

7 申小玲 1,000,000 20,000,000 现金 

8 
东证创新-金信灏洋 2 号新三板投

资基金 
500,000 10,000,000 现金 

合计 4,800,000 96,000,000 ——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验（2016）0132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实际发行 48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9,600万元，其中

新增注册资本为 480万元，资本公积 9,120万元。全体投资者以货币出资认购。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155万元。截止 2016年 1月 28日，公司

尚未有使用募集资金情形。 

另根据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认购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隐名

出资、股份代持安排或可能影响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的任何其他类似安

排，亦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该等股份权益的主张/要求。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事宜已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

定向发行事宜，有关授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结果符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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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 

3、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所认购的股票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 

 

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法律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就本次股票发行事宜与发行对象签订了《股票认购合

同》，合同对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生效条件、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

法有效，对公司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公司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行有效的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股份发行前公司在册

股东没有优先认购权。据此，公司现有股东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没有优先认购

权。 

 

八、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

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票

发行豁免向证监会申请核准；发行对象符合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

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本次发行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

合规；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

排合法合规；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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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TCYJS20165H1086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捷

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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