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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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强集团 指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华强资管 指 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招商 指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池州中安 指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合肥中安招

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广影视 指 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文资东源 指 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中比基金 指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安徽国富 指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微票 指 无锡微票和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林厚健 指 高林厚健（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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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指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中登（北京）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深圳市场监管局 指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工商局 指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招商证券/主办券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股权登记日 指 2017 年 4 月 25 日 

在册股东 指 
截至股权登记日于中登（北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中登记的华强方

特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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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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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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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补充 

《股票发行方案》 指 

《深圳华强方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网站首次披露，并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披露修订稿）  

《验资报告》 指 
立信就本次股票发行的资金缴纳出具的《深圳华强方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6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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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金深法意字[2017]第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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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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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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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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持有深圳市场监管局核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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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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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为 755,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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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登记在册的股东人数为 444 人（截

至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4 月 25 日），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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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亦超过 200 人。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应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7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22 号），核准公司定

向发行不超过 86,793,829 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股票发行尚需于全国股转系统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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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尚需完成全国股转系统的备案手续。 

 

三、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情况及发行对象 

（一）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情况 

2017 年 4 月 28 日，华强方特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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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拟向华强

集团、华强资管、赣州招商、池州中安、中广影视、文资东源、中比基金、安徽

国富、无锡微票、高林厚健共 10 名投资者定向发行 86,028,000 股，发行价格

1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462,476,000 元。 

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向 2017 年 5 月 25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上述权益分派事

宜已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实施完毕。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公司与各发行对象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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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本次发行股票价格由每股 17 元调整为 16.85 元，各发行对象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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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数=各发行对象原认购金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经前述公式计算的股份

数量存在小数的采取四舍五入方式处理。股票发行总数量由 86,028,000 股调整

为 86,793,829股，募集资金总金额由 1,462,476,000元调整为 1,462,476,018.65

元。根据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以及《验资报告》，最终发

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华强集团 60,225,401 1,014,798,006.85 

2 华强资管 15,133,531 254,999,997.35 

3 赣州招商 2,693,769 45,390,007.65 

4 池州中安 2,693,769 45,390,007.65 

5 中广影视 2,019,822 34,034,000.70 

6 中比基金 1,301,484 21,930,005.40 

7 文资东源 1,008,902 16,999,998.70 

8 高林厚健 673,947 11,356,006.95 

9 无锡微票 594,243 10,012,994.55 

10 安徽国富 448,961 7,564,992.85 

合计 86,793,829 1,462,476,018.65 

（二）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10 名普通投资者，其中法人 4 名，有限合伙企

业 6 名，具体情况如下： 

1、华强集团 

企业名称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89521U 

法定代表人 梁光伟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强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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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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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升鸿投资有限公司、景丰投资有限公司、鞠耀

明、李国洪、翁鸣、方德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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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1981 年 7 月 29 日 

经营期限 至 2053 年 9 月 20 日 

登记机关 深圳市场监管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2、华强资管 

企业名称 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43247012N 

法定代表人 梁光伟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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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深圳市昆毅投资有限公司、梁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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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4 日 

经营期限 至 205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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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深圳市场监管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3、赣州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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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70031000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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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管理人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兴国路西段总部经济区办公大楼 

合伙人 

赣州市章贡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上海汇川船舶材料有限公司，赣州共赢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轶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赣州洛森实业

有限公司，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责任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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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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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致远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陕西鼎合丰投资有限公司，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对非公开交易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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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9 日 

合伙期限 至 2018 年 6 月 8 日 

登记机关 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4、池州中安 

企业名称 池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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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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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代表：温锋） 

私募基金管理人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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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安徽省池州市清溪大道 695 号 

合伙人 

池州锋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招商致远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池

州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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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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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20 日 

合伙期限 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 

登记机关 池州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5、中广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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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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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代表：俞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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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无锡新区天安智慧城 1-104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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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文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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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3 日 

合伙期限 永久存续 

登记机关 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6、中比基金 

企业名称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5306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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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王洪贵 

注册资本 10,000 万欧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10 层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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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政府、法国巴黎富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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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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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18 日 

经营期限 至 2016 年 11 月 17 日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7、文资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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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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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代表：袁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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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三路 63 号 508 室 

合伙人 

上海东源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源添霖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紫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嘉甬多陕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安徽国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嘉甬多

甄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汇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合伙期限 至 2020 年 12 月 14 日 

登记机关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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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林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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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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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85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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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28 日 

合伙期限 至 2036 年 10 月 27 日 

登记机关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9、无锡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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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唐肖明） 

私募基金管理人 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无锡市蠡湖大道 2009 号 

合伙人 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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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7 年 3 月 15 日 

合伙期限 永久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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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无锡市滨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10、安徽国富 

企业名称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69105615X6 

法定代表人 陈素萍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一路 5 号 2-01 

股东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芜湖

瑞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安粮兴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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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18 日 

经营期限 至 2039 年 6 月 17 日 

登记机关 芜湖市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发行对象的实缴出资额均在 500 万元以上，具备《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资格。 

（三）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1、华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强资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梁光伟控制的企

业。 

2、华强集团、赣州招商、池州中安、中广影视、文资东源、中比基金、安

徽国富均为公司在册股东。 

3、无锡微票与公司在册股东北京中骏微影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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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林厚健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高林固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

公司在册股东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的合法合规性 

（一）本次股票发行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股票发行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本次股票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股票发行的信息披露 

1、2017 年 3 月 21 日，发行人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深圳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4）、《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公告编号：2017-005）。 

2、2017 年 4 月 7 日，发行人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深圳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

号：2017-014）。2017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人披露了《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5）。 

3、2017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深圳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向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9）、《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17-020）。 

4、2017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深圳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7-22）。 

5、2017 年 8 月 9 日，发行人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深圳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延期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3）。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已按照《发行业务细则》、《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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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情况 

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的 10 名发行对象均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的要

求缴纳了认购资金。没有发行对象以非货币资产认购股票的情形。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结果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权认购协议》及其他相关资料，发行人以 16.85

元/股的价格发行股份 86,793,829 股，共募集资金 1,462,476,018.65 元。 

2017 年 8 月 24 日，立信对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684 号）。经该验资机构审验，截至 2017 年

8 月 10 日，公司已收到本次股票发行的全部股份认购款，共计 1,462,476,018.65

元，其中计入股本 86,793,829 元，剩余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变更后的累计公司注册资本为 971,993,829 元，总股数为 971,993,829 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相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内容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发行人

严格按照《发行业务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

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对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验资程序，本次股票发

行的认购资金已经全部缴付到位。本次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合同文件 

为本次股票发行，华强方特已分别与发行对象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认

购协议》，对认购股票的种类、认购方式、认购价格、认购数量、支付方式、生

效条件、风险揭示、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同时载明该等协议在

本次发行经华强方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均合法，当

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股权认购协议》、《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没有设置估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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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不存在有关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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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合同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本次股票发行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华强方特《公司章程》，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

有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

行亦不存在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的安

排符合《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及登记备案情况的核查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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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现有股东

及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

登记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核查对象的《营业执照》、登录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等方式对核查对象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本次股票发行前的现有股东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华强方特至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人数为 444 名，其

中自然人投资者 287 名，机构投资者 157 名。机构投资者中，在基金业协会公

示系统中查询到的私募投资基金 60 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4 家，基金专户产

品 22 家，证券公司私募产品及直投基金 4 家，期货公司资管产品 1 家，证券公

司 48 家，其他类型公司 18 家。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9 

1、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类型 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1  
北京中文安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E4489 2016.01.21 

2  
中广影视产业无锡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22519 2014.12.29 

3  上海慧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83259 2015.12.07 

4  上海文资东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E0545 2015.12.29 

5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D1443 2014.10.23 

6  
宁波鼎锋明道汇正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66712 2015.08.04 

7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D1670 2014.04.17 

8  

长安财富资产－宁波银行－长安资

产·景林新三板 2 期投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私募基金 SC6757 2015.05.20 

9  
杭州红榕亿方博文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E7262 2016.02.01 

10  
北京中骏微影基金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私募基金 S69246 2015.09.28 

11  
深圳朴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朴素

资本 7 号成长股权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K1573 2016.06.03 

12  
上海朱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朱雀壬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J1995 2016.04.15 

13  

深圳鼎锋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鼎锋明道新三板定增宝 1 号证券投

资基金 

私募基金 S27002 2015.04.07 

14  
深圳朴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朴素

资本 6 号成长股权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K1570 2016.06.03 

15  

华安未来资产－国泰君安证券－华

安资产－鼎锋新三板共昇 1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私募基金 S95622 2015.04.23 

16  

长安资产－宁波银行－长安资

产·景林新三板投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私募基金 SC6758 201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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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民生信

托·聚利 3 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E4529 2016.02.04 

18  
新兴温氏新三板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私募基金 S37124 2015.05.22 

19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万方神农新三板私募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M1633 2016.09.06 

2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佰睿吉新三

板分级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私募基金 S67272 2015.08.24 

21  
上海朱雀珠玉橙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私募基金 S66043 2015.07.23 

22  上海朱雀甲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E4151 2016.03.10 

23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鼎锋新三板做市一期证券

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23479 2015.02.17 

24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鼎锋明道新三板汇

金基金 

私募基金 S27733 2015.03.30 

25  
珠海横琴盖亚三号场外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D5747 2015.04.15 

26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沃土新三板三号证券投资

基金 

私募基金 S29411 2015.04.16 

27  

上海游马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游马地 2 号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 

私募基金 S23267 2015.01.1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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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 S33576 2015.04.27 

29  
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纳新三板精选一号基金 
私募基金 S80715 2016.04.15 

30  

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建

投·新三板投资基金集合信托计划 1

号（鼎锋资产） 

私募基金 S27655 2015.03.10 

31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鼎锋明道新三板多

策略 1 号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28192 2015.04.07 

32  深圳鼎锋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S65864 201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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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鼎锋明道汇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安

君享新三板优选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私募基金 SM9081 2017.02.03 

34  

北京天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天星

恒久远 1 号新三板优选指数私募基

金 

私募基金 SH6206 2016.04.27 

35  
鑫沅资产－南京银行－经邦新三板

基金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私募基金 S80904 2015.09.21 

36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大岩坐标系私募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M0725 2016.10.19 

37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鼎锋三板做市指数基金 
私募基金 S28231 2015.04.03 

38  杭州龙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M5386 2016.12.12 

39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

久益 1 号增强型新三板做市指数基

金 

私募基金 S65825 2015.08.03 

40  

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达仁资管久久益增强型新三板做市

指数基金 

私募基金 S80021 2015.10.27 

41  
北京橙色印象科技有限公司－橙色

新三板指数增强基金 
私募基金 S29575 2015.04.28 

42  

金思维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金思维金三板 88 做市指数基金

一号 

私募基金 S29199 2015.06.03 

43  

盖伦国际投资管理（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盖伦新三板教科文 30 指数私募

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K0153 2016.07.14 

44  
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

力投资新三板 1 号基金 
私募基金 S33280 2015.04.29 

45  
北京橙色印象科技有限公司－橙色

新三板指数增强 2 号基金 
私募基金 S29725 2015.04.28 

46  
广发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

发纳斯特高杰 1 号产业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D7445 2015.12.03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2 

47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

久益菁英时代新三板大消费 50 指

数基金 

私募基金 SE2354 2016.01.04 

48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

伦久久益新三板教育文体 30 指数

基金 

私募基金 SE2150 2016.01.08 

49  北京天星江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S68535 2015.09.07 

50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神农

长空集母基金 
私募基金 S22837 2014.12.11 

51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鼎锋明道钜派新三

板 1 号基金 

私募基金 S27339 2015.04.16 

52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

久益汇投资本新三板金融行业指数

基金 

私募基金 S86170 2015.11.30 

53  

清大益讯（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清大益讯（上海）私募基

金 

私募基金 SH6305 2016.07.11 

54  

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合力量创起航 1 号量化投

资基金 

私募基金 SL8402 2016.08.16 

55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

久益新三板创新层精选 50 指数基

金 

私募基金 SE3109 2016.01.04 

56  
上海新方程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方程启辰新三板指数增强基金 
私募基金 S29092 2015.04.22 

57  
深圳市圆融方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圆融方德紫竹新三板基金 
私募基金 SH6171 2016.07.1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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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 S39163 2015.06.03 

59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安

投资申安新三板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 S61131 2015.06.25 

60  
皕盟（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私募基金 ST8159 2017.07.06 

经本所律师登录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以上

在册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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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类型 备案编号 登记日期 

1  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P1002082 2014.05.20 

2  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P1016621 2015.06.29 

3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P1004550 2014.08.28 

4  上海游马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管理人 P1000685 2014.04.01 

经本所律师登录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情

况，以上在册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登记手续。 

3、基金专户产品备案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类型 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1  
博时资本－宁波银行－博时资本东

兴投资新三板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96478 2015.05.21 

2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新三板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C8928 2015.01.21 

3  
万家基金－上海银行－齐鲁新三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86850 2015.04.15 

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新三板新机

遇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R4822 2016.12.30 

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睿智新三板

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C4500 2015.05.12 

6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新三板

8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C8929 2015.01.21 

7  
嘉实基金－工商银行－嘉实新三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97234 2015.02.16 

8  
万家基金－上海银行－广济新三板

二级市场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R0638 2016.12.08 

9  
中科沃土基金－广发证券－中科沃

土沃泽新三板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E4118 2015.12.30 

10  
南方资管－招商证券－南方骥元做

市精选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H0028 2016.02.02 

11  南方资本－招商证券－南方骥元－ 基金专户产品 S96185 2015.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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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  
银华财富资本－国泰君安证券－新

三板－鑫金二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C5251 2015.05.22 

13  

万家共赢－华泰证券－万家共赢万

家资本新三板战略新兴板 4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86362 2015.09.02 

14  

万家共赢－宁波银行－万家共赢万

家资本并购重组 3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E7079 2016.01.19 

15  

鹏华资产－兴业银行－全意通宝

（进取）－鼎锋海川 1 号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C8970 2015.03.19 

16  

红塔红土基金－国信证券－红塔红

土－红云小牛 1 号－新三板系列特

定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C3277 2015.06.01 

1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新三板新机

遇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M9501 2016.10.18 

18  

前海开源资产－中信证券－前海开

源资产鄂睿新三板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基金专户产品 S93521 2015.03.18 

19  

前海开源资产－中信建投－前海开

源资产恒通 1 号新三板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93496 2015.03.27 

2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联发集团有

限公司
注 1

 
基金专户产品 SJ9765 2016.05.24 

21  
博时资本－宁波银行－北京恒天财

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 2

 
基金专户产品 S96816 2015.12.04 

22  

天弘创新资管－中信证券－长安国

际信托－长安信托·天弘创新专项

资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D7888 2015.12.02 

注 1：根据财通基金邮件反馈，在册股东“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产

品“财通基金-联发新三板资产管理计划”的证券账户名称； 

注 2：根据博时资本出具的说明，“博时资本－宁波银行－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系产品 “博时资本铂正 2 号资产管理计划”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特殊机

构及产品证券账户业务指南》第五节中要求设置的证券账户名称。 

经本所律师登录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基金专户产品备案情况，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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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基金专户产品的备案手续。 

4、证券公司私募产品及直投基金登记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类型 备案编号 登记日期 

1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证券－国

泰君安君享新三板 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证券公司私募产

品 
S56644 2015.05.20 

2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证券－国

泰君安君享新三板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证券公司私募产

品 
S55027 2015.05.06 

3  
赣州招商致远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证券公司直投基

金 
S32120 2014.01.02 

4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证券公司直投基

金 
S32115 2015.12.18 

经本所律师核查核查，以上在册股东中共有 2 支证券公司私募产品，2 支证

券公司直投基金，均完成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 

5、期货公司资管产品登记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类型 备案编号 登记日期 

1  
平安期货有限公司－平安期货新三

板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期货公司资产管

理计划 
SE3956 2016.01.06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册股东中共有 1 支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计划。 

6、证券公司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类型 

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

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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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2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3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5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8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19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

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2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3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5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

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29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0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

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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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35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39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

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44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45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

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6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7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48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东均为依法成立的证券公司，不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7、其他类型公司 18 家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核查过程及结论 

1 苏州嘉华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询工商信息网，上述公司经营

范围不包含“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等相关

或相似内容，上述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或私募陶醉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备案登记

程序。 

2 上海无极时装有限公司 

3 
弥勒华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4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上市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备案登记程

序。 

5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登录基金业协会网站核查，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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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询到上述公司备案信息，且上述公司已向华

强方特出具说明函或承诺函，承诺公司不属

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

需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7 广东恒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 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 嘉兴智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1 
深圳万众腾飞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本所律师通过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联系电话进

行了多次尝试沟通并发出书面联络函，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未取得联系或有

效反馈。由于无法获取公司投资管理业务开

展情况的相关信息，本所律师无法就深圳万

众腾飞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是

否需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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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办

理备案发表明确意见。 

12 
宁波亿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 武汉陆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 
润石创投（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15 深圳贝沃思投资有限公司 

16 北京汇智同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7 上海雅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 
石家庄建创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 

综上，截至股权登记日华强方特现有股东中，除深圳万众腾飞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润石创投（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贝沃思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汇智同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武汉陆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雅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宁波亿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石家庄建创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未能有效核查外，发行人其他现有股东均不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未履行备案登记程序的情形。上述 8 名投资者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 21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46%。 

（二）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认购对象为 10 名，其中属于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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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有 7 名，其余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赣州招商 

赣州招商于 2014 年 1 月 2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

S32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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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2、池州中安 

池州中安（原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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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

编号：S32115），其管理人池州中安招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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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3、中广影视 

中广影视已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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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登记编号：P1005159）。 

4、中比基金 

中比基金已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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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登记编号：P1000839）。 

5、文资东源 

文资东源已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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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登记编号：P1007966）。 

6、高林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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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厚健已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码：SS1511），其管理人高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完成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02082）。 

7、无锡微票 

无锡微票已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

码：SW4690），其管理人中骏微影（宁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17585）。 

其余 3 名认购对象华强集团、华强资管、安徽国富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备案程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截至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中，除深圳万众腾

飞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润石创投（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贝沃

思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汇智同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武汉陆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雅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亿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石家庄

建创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未能有效核查外，发行人其他现有股东均不

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未履行备案登记程序的情形。本次发行

认购对象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相关认购对象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程序，

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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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具备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资格。 

 

八、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是否涉及估值调整条款、业绩承诺及补偿、股

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核查意见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份认购协议》以及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各认购人出具的书面说明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估

值调整条款，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估值调整情况。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

的《股票认购协议》中，双方未约定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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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条款，不存在《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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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如下情形： 

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 

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3、强制要求挂牌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挂牌公司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挂牌公司约定了优于本次发行

的条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挂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挂牌公司派驻董事或

者派驻的董事对挂牌公司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其他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九、关于是否存在股份代持及持股平台情况的核查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认购对象的认购款缴付凭证、声明与保证，认购对象

均以自有资金真实、合法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为他人代持股权或

委托、信托持股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类似安排；认购对象目前不存在与他人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或承诺将本次认购的发行人股份转让给他人的情形。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赣州招商、池州中安、中广

影视、文资东源、中比基金、无锡微票、高林厚健已在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

备案或提交备案申请；认购对象华强集团、华强资管、安徽国富均为实收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并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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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均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要求，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规定的不得参

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发行的持股平台，可以参与发行人本次股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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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份认购协议》以及认购人签署的《同意限售承诺

函》，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登（北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

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失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关于新增股份限售的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主体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核查 

经本所律师登录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

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http://www.zhb.gov.cn/）、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http://www.aqsiq.gov.cn）等网站查询，并取得了公司、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承诺函，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包括挂牌公司、挂牌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挂牌公司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亦不存在被执行联合惩戒的

情形，符合《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规定。 

 

十二、关于前次股票发行及本次发行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公司前次股票发行及本次发行相关方出具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完成了前次股票发行，发行价格 29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 12.354 亿。公司前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股份支付、非现金资产认购等情

形，14 名投资者中不存在私募基金及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备案情形，不存在出具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 

的承诺未履行情形。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无锡微票出具了关于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承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无锡微票已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备案编

号 SW469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行对象及其他相关方在前次股票发行及本次

发行中不存在出具承诺未履行情况。 

 

十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华强方特的本次股票发行： 

（一）发行人系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

发行人股权明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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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不存在依法或依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具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

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相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内容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参与

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资格。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发行人严格按照《发行业务

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发行人对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验资程序，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资金已经全

部缴付到位。本次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真实有效，没有设置估值调整条款，不存在有关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股权认购协议》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

法合规，且合同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股票发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亦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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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

《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发行人截至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中，除深圳万众腾飞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润石创投（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贝沃思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汇智同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武汉陆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雅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宁波亿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石家庄建创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未能有效核查外，发行人其他现有股东均不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未履行备案登记程序的情形；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的私

募基金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程序或提交备案申请文件，符合《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七）发行对象均以自有资金真实、合法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不存

在为他人代持股权或委托、信托持股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类似安排；本次股票

发行的认购对象均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

答——定向发行（二）》规定的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发行的持股平台，

可以参与发行人本次股份发行。 

（八）本次股票发行关于新增股份限售的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九）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主体（包括挂牌公司、挂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挂

牌公司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次股

票发行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亦不存在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符

合《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规定。 

（十）公司、发行对象及其他相关方在前次股票发行及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出

具承诺未履行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强方特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发行业务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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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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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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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