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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 指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华强方特/公司/发行人 指 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 指 
华强方特根据《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拟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行

为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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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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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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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现行有效）及其

修订和补充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 

元 指 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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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 

法律意见书 

金深法意字[2017]第 15 号 

致：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华强方特的委托，作为华强方特本次股票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为华强方特本次股票发行提供法律服务。本所律师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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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强

方特与本所签订的专项委托协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华强方特本次股票发行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查验，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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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规定，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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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华强方特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

以及有关证言已经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书；对本法律意见书

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华强

方特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作出判断； 

3、华强方特保证已提供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

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准

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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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华强方特本次股票发行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

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如涉及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内容

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已核查或作出任何保证；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华强方特为本次股票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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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前身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一家于 2006 年 7 月 12

日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二）发行人系由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采取整体变更的方式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17166617），其记载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8,52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梁光伟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1501-1506 

成立日期 2006年7月12日 

营业期限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投资文化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数码电影、数码电视的设计；经济

信息咨询；一般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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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行人股票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证券简称：华强方特，证券代码：834793。 

（五）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不存在依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依《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及公开转让。公司股权明晰、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机制健全，按规定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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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依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或依《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股票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股票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3 月 21 日，华强方特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包括《关于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

案》、《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决定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

案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 4 月 28 日，华强方特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 48 人，持有公司股份 757,41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85.56%。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其中，《关于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同

意股数为 185,143,94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

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全国股转系统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股权登记日（2017 年 4 月 25 日），在册公司股东总

数为 444 人。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已经超过 200 人，根据《管理办法》的规

定，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应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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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且需在全国股转系统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决议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以及完成全国股转系统的备案手续。 

 

三、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一）本次发行目的 

公司本次发行的目的主要为增加公司资本金，进行项目投资建设、品牌宣传

推广、研发投入及偿还银行贷款，加速公司产业布局，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提

升公司技术实力及资本实力。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00 元，因公司分红、

送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董事会召开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为 17.11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在综

合考虑公司市价、所处行业、业务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

的，并且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发行对象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的有关内容。 

（四）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8,602.80

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46,247.60 万元。因公司分红、送股、转增等原因导致

股份或权益变化时，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2016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以公司总股本数 40,000 万股及定向增发新增股份 4,260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 10

股红股。2016 年 5 月 6 日，公司实施了权益分派。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按照派

发现金股利及转增股本后的情况制定的，因此，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未对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造成影响。 

若在本次发行方案公告日至新增股份登记日期间发生因公司分红、送股、转

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股份

登记、进入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投资、品牌宣传及推广、项目研发及偿

还银行贷款。 

1、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占募集资金

比例（%） 

1 项目建设投资 

厦门文化科技产业园建设 

95,000.00 64.96% 

郑州文化科技产业园之花园酒店建设 

2 品牌宣传及推广 用于品牌宣传推广 15,000.00 10.26% 

3 项目研发 

VR/AR 技术研发与应用 

10,800.00 7.38% 

“熊出没乐园”项目研究开发 

4 偿还银行贷款  25,447.60 17.40% 

合计：  146,247.60 1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进展先行用自有资金投入，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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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落实国家政策的重要举措 

当前，文化产业进入升级转型的调整期，正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文

化产业已逐渐成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望担负起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重任。 

从政策层面来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新思路；“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

展目标。国家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关于印发“十

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关于推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文

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等一系列政策，对未来文

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影响颇深。 

公司作为“文化+科技”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通过科技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在

主题公园项目中进行演绎和发扬，并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公司加大在主题公园

和周边领域的投入，缔造新的旅游休闲目的地，巩固公司市场占有地位，提高营

收能力，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2）满足市场需求的必要手段  

经过长期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物质需求得到基

本满足的情况下，国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旅游休闲消费意愿和能力不断

增强，文化消费正从早期的高端消费向大众国民消费转变。2016 年中国的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我国正进入文化娱乐消费快速增长阶段。 

公司在国内主要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城市进行主题公园和配套服务项目的投

资建设，以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周边游、家庭游、亲子游等文化娱乐消费需

求。 

（3）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主题公园行业经过近多年的发展，在国际市场已逐渐形成寡头竞争的局面。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大批企业涌入主题公园建设与运营行业。随着市场竞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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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剧，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少数具备实力的大公司将占据国

内主要市场。面对日渐白热化的竞争局面，公司只有加快产业布局，丰富主题景

区的产品线，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4）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营运资金压力，提高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同时，公司对外材料采购、

能源消耗、税金及工资支出也大幅增加。公司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造成较大的资

金缺口。虽然公司加大现金管理力度，并合理使用金融工具解决资金，但仍无法

满足业务增长所带来的资金需求。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公司资本金，将有利于缓解

公司投资、经营方面的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起到积

极的作用，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公司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按计划使用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按照全国股转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

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的规定补充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

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并将严

格按照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监管部门报备。  

此外，公司承诺：“本次募集资金不用于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

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

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按计划使用所作出的承诺，合法、

有效。 

（八）本次股票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约定，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

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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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的

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 

（一）本次发行对象 

根据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

发行方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10 名，其中 7 名为在册股东，3 名为新增

股东，全部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法定程序发行。本次

发行各投资者拟认购数量及金额如下： 

序号 名称 
拟认购股份数

量（股） 
拟认购金额（元） 

1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59,694,000  1,014,798,000  

2 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255,000,000  

3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670,000  45,390,000  

4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70,000  45,390,000  

5 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02,000  34,034,000  

6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290,000  21,930,000  

7 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  17,000,000  

8 
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68,000  11,356,000  

9 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9,000 10,013,000 

10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5,000  7,5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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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6,028,000 1,462,476,000 

（二）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10名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89521U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1 年 07 月 29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法定代表人 梁光伟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强路口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投资兴办各类实业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移动

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子计算机整机，家用电子产品，传

输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元件，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房

地产单项开发经营业务；程控交换机、传真机、办公自动化设备、

激光拾音头、模具机芯、模具加工、计算机及通讯网络工程；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航空客票

代售、揽货、水运客运、销售代理；进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管

审字 171 号规定执行）；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污染防治、

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不含限制项目）。黄金制品的批发与零

售（不含限制项目）。 

股东 

鞠耀明、李国洪、翁鸣、方德厚、景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华强

升鸿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华强合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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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43247012N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04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光伟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63 号前海企业公馆特区馆 3 层西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生物及环保产品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限制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黄金制品的批发与零售；自有物业租赁。 

股东 梁光伟、深圳市昆毅投资有限公司 

3、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069739479W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9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兴国路西段总部经济区办公大楼 

经营范围 

对非公开交易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证券、期货及财

政信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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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责任有限公司、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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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朗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江

西洪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赣州市章贡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开发区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赣州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陕西

鼎合丰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汇川船舶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轶明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赣州洛森实业有限公司、赣州共赢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合肥中安

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MQNM56T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10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池州锋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池州市清溪大道 695 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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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

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池州锋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池州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深圳弘泰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池州同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3137790197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3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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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广文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中广文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无锡新区天安智慧城 1-104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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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 
赵成、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江苏光一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中广文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6、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MA1NK4NT3D 

成立日期 2017 年 3 月 15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无锡市蠡湖大道 2009 号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提

供企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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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 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薇、李良萍 

7、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H78W59X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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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东源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上海东源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2 幢 2 区 23108 室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财务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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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 郝铭嘉、上海东源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5306XC  

注册资本 10,000 万欧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18 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王洪贵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10 层 

经营范围 

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一级市场认购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

及其他固定收益债券；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主管机关批准

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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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比利时政府、法国巴黎富通银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广东喜之郎

集团有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9、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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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69105615X6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18 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素萍 

住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一路 5 号 2-01 

经营范围 

对成长性好但未上市且有上市潜力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投资由政

府发行或有担保且信用评级在 A 级以上的债券或以此为投资标的

的基金；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并购及其中间服务；

进行基于价值投资的证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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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芜湖瑞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楚

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安粮兴业有限公司 

10、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H8ARU24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28 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855 室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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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 

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弘泰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厚健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嘉泽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西藏长乐投资有限公司、文一阳光实业有限

公司、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一村资本有限公司、上海

http://www.qichacha.com/search?key=%E9%99%88%E7%B4%A0%E8%90%8D#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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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1、现有股东7名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广影视产

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国-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在

册股东，上述7名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的相关规定，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 

此外，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池州中安招商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为私募投资基

金，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直投基金备案

相关事项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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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及基金登记备案

程序。具体备案登记情况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登记备案情况 

1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已于 2014 年 1 月 2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

证券公司直投基金备案，其管理人赣州招商致

远壹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 

2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肥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证

券公司直投基金备案，其管理人合肥中安招商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完成基金管理人备案。合肥中安招商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7 年 1 月 9 日更

名为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肥中安招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更名为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9 

 

序号 基金名称 登记备案情况 

资管理有限公司 

3 
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已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基金备案，证书编号 S22519，其管理人中广文

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证书

编号 P1005159 

4 
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于 2015

年 12月 2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

证书编号 SE0545，其管理人上海东源汇信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

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证书编号 P1007966 

5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已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证书

编号 SD1670，其管理人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完成私募基金

管理人备案，证书编号 P1000839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赣州招商

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等7名投资者为公司现有股东，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的相关规定，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 

2、新增投资者3名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有3名为新增投资者： 

（1）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04日，注册

资本5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梁光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3247012N，

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生物及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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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黄金制品的批发与零售；自有物业租赁。 

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

机构，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及第六

条的规定，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 

（2）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6年10

月28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

洪涛），私募基金管理人为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P1002082。高

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3月15日完成私募基

金备案，基金编号SS1511，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第四条及第六条的规定，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 

（3）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7年3月15日，执

行事务合伙人及私募基金管理人均为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

P1017585。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承诺函，承诺将于2017

年5月15日前提交基金备案申请，并于2017年6月15日前完成基金备案手续。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

有关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备认购发

行股票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林厚健（上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符合

《管理办法》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的资格。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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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梁光伟控制的企业。 

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在册股东北京中骏微影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均为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系公司

在册股东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

基金，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在册股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10名投资者均符合《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关于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主体资格的规定，且认购人

数合计未超过35名，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五、 本次股票发行的法律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经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分别与 10 名发行对象签署

了 10 份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的当事人主体资格均合法有效；对

股份发行价款与付款方式、声明与保证、费用负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生效

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等约定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前述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

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容合法有

效；前述协议将于本次发行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六、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行《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增发新股时，在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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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无优先认购权”。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中，公司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权符

合《公司章程》、《发行业务细则》的相关规定。 

 

七、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及《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

由投资者定向认购，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

情形。 

 

八、 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股票发行方案》、《定向发行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

次发行对公司的主要影响如下： 

（一）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等情况不产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净资产将有所提高，老股东的持股比例则相应减

少。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相关特有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在《股票发行方案》、《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全

面、客观、合理、充分地披露了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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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2、本次发行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系统关于投资者适当

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4、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

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5、本次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6、发行人就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完成全国股转系统的

备案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

后生效。（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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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刘胤宏：                刘胤宏：                

 郑素文：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