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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称  释义 

艾倍科、公众公司、

公司 
指 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 831534 

收购人 指 冯冠华 

转让方 指 杨建中、丁建宁、李剑、新余艾倍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余艾倍科 指 新余艾倍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收购 指 
冯冠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现金收购转让方合计持有的艾倍

科 3,368,000 股股份 

标的股份 指 收购人本次从转让方处收购的艾倍科 3,368,000 股股份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收购人与转让方签署的《关于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 

《收购报告书》 指 《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事实发生日 指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日 

收购完成 指 完成标的股份的交割过户 

本所 指 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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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适当性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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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5 号》 指 
《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 
指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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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 

法律意见书 

致：冯冠华 

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接受收购人的委托，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收购人提供

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就收购人为收购艾倍科而编制的《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收购人收购艾倍科的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进行了充分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3、收购人已向本所律师承诺：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

信息，所提供的资料、文件、证据均真实可靠，复印件及复制品与其原件完全一

致。并保证未隐瞒、虚构或遗漏任何事实。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收购人收购艾倍科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投资决策事项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收购人的说明予以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

律师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收购人收购艾倍科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股转公司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收购人收购艾倍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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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众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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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收购报告书》并经查验，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冯冠华。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冯冠华，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44060219741013****，住所广东省佛

山市禅城区****，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3 年 9 月至 1998 年 10 月，

为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名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从业人员；1998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2 月，担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监；2013 年 12 月至今担任深

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收购人投资的企业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以及核查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

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投资的企业

情况如下： 

1、收购人控制的企业 

（1）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企业 

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1月 21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300083867135F，法定代表人为李英奇，住所为深

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受托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项目投资；

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 

冯冠华及其妻子李英奇共同持有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其中：冯冠华持股 1%；李英奇持股 99%），夫妻二人在经营中共同管理、共同

决策，共同控制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负责管理的企业如下： 

①深圳市炜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该企业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300085924922W，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冯冠华），住所为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泰然四路泰安轩 A 座 1010 室，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兴办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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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深圳市炜烨兆隆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该企业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300319573599L，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英奇），住所为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及发行基

金、不得从事公开公开募集及发行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③广东炜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600MA4UH16X5R，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为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121号 19I 房之一，经营范围为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受托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股权投资。 

④广东福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600MA4UJEGL75，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为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121号 19I 房之二，经营范围为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管理咨询，对企业

上市提供咨询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2）广州市科迪热力设备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 23 日，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1167349141272，法定代表人为冯冠华，住所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

学城光谱西路3号办公楼 428室，经营范围为环保设备批发；节能技术开发服务；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专用设备安装（电梯、锅炉除外）。 

收购人冯冠华持有广州市科迪热力设备有限公司 83.33%股权。 

2、收购人参股企业 

（1）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证券简称：能龙教育；证券代码：831529）成立于 2007年 5月 21

日，注册资本为 11,869.4375 万元，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2000799377385T，法

定代表人为余敬龙，住所为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 1 号德仲广场 1

幢 16 层，经营范围为教育信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电化教学

设备、教学软件、电子产品、百货；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业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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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设备租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商品流通信息咨询（不含劳

务、金融期货、房地产、出国留学）；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开发及推广；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增值电信业务、专用电信网运营；代办电信部门委

托的电信业务；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报纸、期刊、

图片、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根据能龙教育《2016 年半年度报告》，收购人控制的深圳市炜烨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能龙教育 6.60%股权。 

（2）广州市优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证券简称：优晟股份；证券代码：836331）成立于 2011年 5月 20

日，注册资本为 2,016.4496 万元，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101574049145U，法定

代表人为尹明，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西路 286 号 A115，经营范围为网络技

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广告业；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

装食品零售；乳制品批发；乳制品零售。 

根据优晟股份《2016 年半年度报告》、《广州市优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收购人控制的深圳市炜烨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优晟股份 21.44%股权。 

（3）广东宏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证券简称：宏乾科技；证券代码：837035）成立于 2005年 4月 27

日，注册资本为 1,111 万元，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600774025260R，法定代表

人为施金佑，住所为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新安社区金宁外滩 3号，经营范围为研

发、组装、销售：上芯机、X光检测机、晶体管、自动化装备及其配件；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件、网络产品的技术开发和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安装、

维修、维护、设计：电子监控防盗系统、综合布线、通讯系统、门禁系统；弱电

工程系统施工。 

根据宏乾科技《2016 年半年度报告》，收购人冯冠华直接持有宏乾科技 1.80%

股权，收购人控制的广东炜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0%股权。 

（4）佛山市派能机电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7 月 5 日，注册资本为 2,222.2 万元，统一社会代码

为 914406057649087053，法定代表人为区斯腾，住所为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百东

乡二村，经营范围为销售：发电机组、船舶及其零部件；电推船舶及关键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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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研究；销售、租赁、安装、

维修、成套：发电机组、热管换热器、船舶及其零部件；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咨

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广东省内河

各港间普通货船运输）（持有效的水路运输许可证经营）。 

收购人直接持有佛山市派能机电有限公司 11.169%的股份，收购人控制的广

东福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该公司 10%的股权。 

（5）广州汉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统一社会代码为

91440105MA59A1FB7G，法定代表人为方晓东，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会展南五路 5

号 1512 房（仅限办公用途使用），经营范围为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生物医疗

技术研究；生物质能源的技术研究、开发；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

务；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生物技术转让服务；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

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

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非许可类医疗器械

经营；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营养

健康咨询服务；农业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

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消毒用品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食品添加剂批发。 

收购人控制的深圳市炜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广州汉韵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20%股权。 

（6）广州市海珠区星极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该企业成立于 2015年 6月 2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347371601C，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郜爱莲，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江燕南路 31、33 号占二楼自编

273，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服务。 

收购人冯冠华持有广州市海珠区星极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6.56%财产份额。 

（7）寅家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115082002500G，法定代表人陈寅仁，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张衡路 666弄 1号 202-A室，经营范围为电子科技、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机电设备、通信设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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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

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收购人持有寅家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6.00%股权。 

（三）收购人最近两年的诉讼、仲裁、处罚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声明与承诺，收购人的《个人信用报告》以及公安机关出

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收购人自

2015年 1月至今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四）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的要求 

根据收购人的身份证明、新三板开户证明，收购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其已开立股转系统交易账户。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第五条关于自然人投资者

的规定，具备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五）收购人符合《收购管理办法》有关收购的要求，不存在禁止收购的情

形 

1、收购人的诚信记录 

根据收购人的《个人信用报告》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收购人未被列入证券市场失信记录、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及“信用中

国”网站上不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2、收购人不存在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下述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

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细则》关于合格投资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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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规定，且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的情形，具备本次

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收购的批准与授权 

（一）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的内部批准与授权 

因收购人冯冠华为自然人，本次收购无需履行决议程序。 

（二）转让方关于本次收购的内部批准与授权 

1、新余艾倍科 

新余艾倍科于 2017 年 2月 22日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向冯冠华

转让所持标的股份，并同意与冯冠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杨建中、丁建宁、李剑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自行

决定向收购人转让标的股份，其转让股份行为无需履行决议程序。 

（三）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的其他批准及授权 

经核查，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

有股份转让、外商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已经取得交易双方所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收

购人和转让方应当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实施，本次收购尚需

向股转系统报送材料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的方式及协议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相关的权益变动将通过股转系统协议转让方式实现，符合艾倍科股

份转让方式。 

（二）《股份转让协议》 

2017 年 2月 24日，冯冠华与杨建中、丁建宁、李剑、新余艾倍科签署《关

于江苏艾倍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各方就转让艾倍科股份数量、

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方式、协议的生效条件、争议解决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约定。 

根据该协议，收购人本次受让杨建中所持有的艾倍科 219,000股股份（占艾

倍科总股本的 2.06%）；受让丁建宁所持有的艾倍科 400,000 股股份（占艾倍科

总股本的 3.76%）；受让李剑将所持有的艾倍科 750,000 股股份（占艾倍科总股

本的 7.04%）；受让新余有限合伙所持有的艾倍科 1,999,000 股股份（占艾倍科

总股本的 18.77%）。收购价格为 2.5 元/股，收购资金总额为 842 万元，均以现

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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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方式符合法律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股份转让

协议》的签署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或者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收购报告书》、《股份转让协议》以及收购人作出的声明与承诺，收购

人本次收购所需资金来源合法，支付方式为现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公众公司或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收购资金或者其他对价直接或者间接来

源于借贷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

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支付方式合法，不涉及以证券

支付收购价款。 

五、本次收购目的和本次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计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的目的系利用公众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

寻求具有较好盈利能力和市场发展潜力的优质资产，通过发行股份等方式择机注

入公司，从而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而提高公众公司的

总体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二）后续计划 

1、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有效利用自身所在领域的

优势，择机注入相关优质资产，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对公众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过渡期内，公司将改选董事会，来自收购人的董事不

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过渡期后，收购人计划通过股东大会按照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改组完成后，将根

据新的组织架构和实际业务需求，通过董事会任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在进

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改选或任命时，将根据股转系统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公司的后续经营管理过程

中，根据新业务开展情况，将对现有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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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设立新的部门等。 

4、对公众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并

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现行章程规定

进行相应修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不排除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经营过程中根据艾

倍科未来的发展需要，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出售、购买、置换、托管、

租赁或其他方式，对艾倍科现有的资产进行相应处置，并择机将优质资产注入公

司，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 

6、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员工聘用与解聘将根据未来公司业

务调整，如发生员工聘用或解聘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

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未来 12个月处置公众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收购人的承诺，收购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会转让所持艾

倍科股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收购人本次收购的目的，以

及本次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计划系收购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次收购后续计划的事实还需根据法律法规、股转系

统相关规则及艾倍科章程等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执行。 

六、本次收购对艾倍科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对艾倍科控制权的影响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直接持有艾倍科 483.6 万

股（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已经持有公司 146.80 万股，本次收购 336.80 万股），占

总股本的 45.41%，成为艾倍科第一大股东，且超过杨建中与黑海燕夫妇控制艾

倍科的股权比例（44.90%）。同时杨建中拟于过渡期内辞去艾倍科董事、董事长

职务。本次收购完成后，艾倍科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冯冠华。 

（二）本次收购后艾倍科的独立性 

为保证本次收购完成后艾倍科作为公众公司的独立性，收购人承诺：其作为

艾倍科实际控制人期间，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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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对公众公司的要求，对艾倍科进行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

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并保证艾倍科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

独立性，不利用艾倍科违规提供担保，不以任何形式占用艾倍科的资金，不以任

何方式影响公司的独立经营。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关于保证艾倍科独立性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一经签署即对收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收购人履行该

项承诺的前提下，有助于艾倍科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保持独立性。 

（三）本次收购完成后艾倍科的同业竞争 

1、本次收购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成为艾倍科实际控制人。经本所律师核查，艾倍科

与收购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收购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收购人已作出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作为艾倍科的实际控制人，收

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任何与艾倍科目前或将来相同、

相近或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艾倍科利益的其他竞争行

为。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谋取属于艾倍科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

与艾倍科同类业务；保证不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如违反上

述承诺和保证，将依法承担由此给艾倍科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不存在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在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的前提下，

可有效避免收购人作为控股股东与艾倍科之间的同业竞争，保障艾倍科及其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四）关联交易及其规范措施 

1、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本次收购前 24个月内与艾倍科交易的情况 

根据艾倍科的信息披露文件、收购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在本

次收购事实发生日前 24个月内未与艾倍科之间发生交易行为。 

2、收购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收购人已作出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的避

免和减少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被收购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制度中有关关联交易的审批流程，遵循平等、自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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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与艾倍科签订关联交易协议，保证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以维护艾倍科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收购人保证不利用在艾倍科的地位和影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艾倍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收购人保证不利用在艾倍科中的地

位和影响，违规占用或转移艾倍科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或要求艾倍科违规

提供担保。若违反上述承诺，收购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由此

给艾倍科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在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的前提下，有利于减少并

规范收购人与艾倍科之间的关联交易，保障艾倍科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关于股份锁定 

经核查，收购人就其本次收购的股份作出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艾倍科股份。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经核查，收购人已在《收购报告书》中就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提出如下约束措

施： 

1、收购人将依法履行本次收购所披露的承诺事项。 

2、如果未能履行本次收购所披露的承诺事项，收购人将在艾倍科的股东大

会及股转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艾倍

科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本次收购所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艾倍科或者其他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收购人将向艾倍科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提出的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内容真实、有

效，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七、收购人前 6个月内买卖公众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艾倍科的公开披露信息，经核查，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日前

6个月内，收购人冯冠华于 2017年 1月 12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 2.50元/股的

价格收购了杨建中、黑海燕、周志黔合计持有的艾倍科 1,468,000 股股票。 

八、关于收购人的《收购报告书》 

本所律师审阅了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对《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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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存

在《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

情形，具有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未发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收购尚需向股转系统报送材料并通

知公众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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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明晖】 

 

 

  

经办律师： 

 

 

 

【王磊】 

 

 

 

             【吴苏青】 

 

 二○一七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