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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简称  含义 

本所、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公司、天力锂能 指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亚太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杭州璞达思 指 杭州璞达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允公 指 新疆允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华安 指 新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宏润 指 河南宏润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宁波侨鹏 指 宁波梅山保税区侨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宝通 指 宁波梅山保税区宝通辰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吉林捷煦 指 吉林捷煦汇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富德高科 指 河南富德高科新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华蕴 指 深圳华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群象岛 指 杭州群象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德丰 指 北京德丰杰龙升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河南农开 指 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农开裕新先进

制造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中纳 指 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科万 指 广州市科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通奥 指 江苏通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恒天中岩 指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冠亚投资 指 冠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山证券 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 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 指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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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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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认购协议》 指 

公司与认购人签订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该等协议已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发行方案》 指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认购公告》 指 

公司 2017 年 8 月 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公告的《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

购公告》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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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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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验资报告》 指 
亚太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出具的亚会 B 验字（2017）0268

号《验资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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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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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和声明： 

1、 本所律师仅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公司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 

2、 本所律师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提供的

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断，在此基础上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公司保证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

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不存在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

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均与正本原件一致和相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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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有赖于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5、 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发行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公司的财务、

验资等其他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验资等文

件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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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所涉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

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备案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并

上报。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

实进行充分的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6 

 

正文 

 

一、公司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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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前，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人数为 89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75 名、

机构股东 14 名；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为 96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75 名、机构股东

21 名，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对象符合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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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发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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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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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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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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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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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

10 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产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

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

产品等。（二）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品

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券公

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

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

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

员属于《证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

开转让。”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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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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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根据《认购协议》、《发行方案》、《认购公告》以及《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发行对

象如下： 

序

号 
名称 身份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认购方式 

1 杭州璞达思 新增股东 30.00 现金认购 

2 新疆允公 新增股东 91.00 现金认购 

3 新疆华安 新增股东 91.00 现金认购 

4 河南宏润 新增股东 60.00 现金认购 

5 宁波侨鹏 新增股东 75.70 现金认购 

6 宁波宝通 新增股东 60.00 现金认购 

7 吉林捷煦 新增股东 30.30 现金认购 

合计 / 43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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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公司本次发行认购的发行对象为 7 名机构投资者，发行对象的基本情

况如下： 

1、杭州璞达思 

杭州璞达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7Y4D06K，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企业，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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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

村公望路 2 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劲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彭志云），

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6 日，合伙期限：2016 年 7 月 6 日至 2026 年 7 月 5 日。根据上

海仟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出具的沪仟验字（2017）第 3038 号

《验资报告》以及后续出资的银行收款回单，杭州璞达思各合伙人合计实缴出资人民币

2293 万元 

2、新疆允公 

新疆允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084633180，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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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经营场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518 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展宏，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8 日，合伙期限：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根据深圳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

出具的深安华信验字[2012]01 号《验资报告》，新疆允公各合伙人合计实缴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3、新疆华安 

新疆华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3330808890，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范围：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

供直接融资相关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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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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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29 号，法定代表人：于泳，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20 日，营业期限：长期，注

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 

4、河南宏润 

河南宏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MA3XF0DX7Q，企业类型：非公司私营

企业，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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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新乡市平原路与新二街交叉口

新乡国贸大厦 5 层 20 号房，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南欧瑞宏润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委托代表：葛原），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8 日，合伙期限：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2026 年 11 月 7 日。根据河南宏润提供的收款回单，各合伙人合计实缴出资人民币 23000

万元。 

5、宁波侨鹏 

宁波侨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0ACC0L，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

业，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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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

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十号办公室 368 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华侨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方志平），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0 日，合伙期限：2017 年 4 月

20 日至 2037 年 4 月 19 日。根据浙江中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

出具的浙中孜验字（2017）第 147 号《验资报告》以及银行打款凭证，各合伙人合计实

缴出资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 

6、宁波宝通 

宁波宝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DFE4N，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

业，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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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

中心八号办公楼 2111 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徐海英），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28 日，合伙期限：2016 年 7 月 28 日至 204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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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止。根据宁波宝通提供的银行电子回单，各合伙人合计实缴出资人民币 10500 万

元。 

7、吉林捷煦 

吉林捷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0Y4Q9AX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

业，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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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生态大街 6666 号创业服务中心大楼

B125 室（租期至 2018-06-2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捷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

派代表：王炜），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27 日，合伙期限：2016 年 4 月 27 日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根据吉林捷煦提供的审计报告，各合伙人合计实缴人民币 8580 万元。 

根据上述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合伙协议、验资报告、出资

凭证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的相关

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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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17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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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经核查，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生效施行。 

（四）缴款及验资的相关情况 

（1）2017 年 8 月 9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认购公告》。 

（2）2017 年 8 月 21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股票发行延

期认购公告》。 

（3）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股票发行延

期认购公告》。 

（4）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股票发行延期

认购公告》。 

（5）2017 年 9 月 22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股票发行延

期认购公告》。 

（6）2017 年 10 月 18 日，亚太出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止，认购方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14454.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股本）合

计人民币 438.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佰叁拾捌万元整），余额人民币 14016.00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履行回避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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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发行中签订的《认购协议》，合同当事人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当事人意思表示

真实，自愿，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协议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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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对发认购股份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生效条件、违

约责任、风险揭示及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其约定合法有效。根据《认购协议》及

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

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

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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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程序及认购结果 

经核查，《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发行股份时，现有股东对发行

的股票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故，公司现有股东对公司本次发行没有优先认购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根据《认购协议》、《发行方案》、《认购公告》，本次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业绩承

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另外，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出具了《声明》：

“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以及任何可能损害公司股

权稳定性及公司利益的特殊协议或安排。若有该等协议或安排存在，则该等协议或安排

自始无效，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就该等协议或安排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等特殊条款，也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对赌条款。 

  

七、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况 

根据《认购协议》、《发行方案》、《认购公告》以及《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发行的

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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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现有股东及本次发行对象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核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和自律规则的规定，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现有股东及本次发

行对象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核查对象 

1、发行人现有股东 

经核查，截至股权登记日，发行人的现有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1  王瑞庆 1144.00 

2  李雯 600.00 

3  李轩 600.00 

4  徐焕俊 125.00 

5  李洪波 90.00 

6  朱平东 85.40 

7  葛秋 62.50 

8  李权 60.00 

9  蔡碧博 56.00 

10  陈国瑞 55.00 

11  蒋新荣 30.00 

12  王顺雨 30.00 

13  李超 26.00 

14  曹玉东 20.00 

15  陈树盛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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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艳林 10.00 

17  随建喜 9.80 

18  徐海永 7.50 

19  杨文保 6.50 

20  张忠波 6.00 

21  尚保刚 5.00 

22  余国良 4.60 

23  范斌 4.60 

24  李璟 4.00 

25  张磊 4.00 

26  张克歌 4.00 

27  王勇 4.00 

28  王祥华 3.10 

29  田胜燕 3.00 

30  周伟明 3.00 

31  郜春兰 3.00 

32  谷云成 3.00 

33  葛珊 2.80 

34  陈为强 2.50 

35  刘少斌 2.20 

36  陈晓锋 2.10 

37  张界 2.00 

38  王霞 2.00 

39  林波 1.90 

40  李洪波 1.90 

41  罗贤翔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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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沈云英 1.50 

43  石照均 1.30 

44  姚卫 1.20 

45  王莹 1.10 

46  王海宏 1.00 

47  向小菊 1.00 

48  朱华茂 1.00 

49  何文利 1.00 

50  沈艺昕 1.00 

51  李巍 1.00 

52  彭燕华 1.00 

53  单贡华 0.70 

54  施慧斌 0.70 

55  朱德弟 0.60 

56  夏振源 0.60 

57  周传萍 0.50 

58  季永辉 0.50 

59  石向欣 0.40 

60  齐兵 0.40 

61  郭丽英 0.40 

62  廖建平 0.40 

63  陈浩 0.30 

64  叶遐 0.30 

65  徐志坚 0.30 

66  王朝华 0.30 

67  成宇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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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肖更宁 0.10 

69  张长庆 0.10 

70  李洪昌 0.10 

71  张爱勋 0.10 

72  吕晓庄 0.10 

73  朱建芳 0.10 

74  陈双 0.10 

75  李奕照 0.10 

76  
河南富德高科新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0.00 

77  深圳华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00 

78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9.10 

79  
杭州群象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0 

8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80 

81  
北京德丰杰龙升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6.30 

8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0 

8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0 

84  

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农开裕新先进制造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00 

85  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86  广州市科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87  江苏通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0.50 

88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20 

89  冠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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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99.00 

2、本次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 7 名机构投资者，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二/（三）发行

对象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 

（二）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通过查验企业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公司章程、发行人现有股东及本次发行对象的营业执照、工商资料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信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等方

式，对发行人现有股东以及本次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 

（三）核查结果 

1、发行人现有股东的私募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 

（1）富德高科 

根据富德高科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富德高科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D2693），

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富德科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深圳华蕴 

根据深圳华蕴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华蕴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已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

P1024014）。 

（3）杭州群象岛 

经本所律师核查，杭州群象岛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在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M6735），基金管理人为：深圳群象

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北京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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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德丰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64987），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德丰杰龙升资

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河南农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河南农开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7 年 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N9677），基金管理人为：河南中原联创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深圳中纳 

根据深圳中纳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中纳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P1016621）。  

（7）广州科万 

根据广州科万提供的合伙协议、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科万作为私募投

资基金已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

SL4929），基金管理人为：广东科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江苏通奥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苏通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股东性质 

1 陈抒平 495.00 99.00 自然人 

2 陈振典 5.00 1.00 自然人 

合计 / 500.00 100.00 / 

江苏通奥的经营范围为：电梯、立体车库、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及销售代理、安

装、改造、维修、保养；装饰装修材料的销售及工程施工；技术开发及咨询；建筑楼宇

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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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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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通奥的名称、股权结构和相关经营范围，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通奥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且

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不存在聘请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也

不存在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的情形，因此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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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

定须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形。 

（9）恒天中岩 

经本所律师核查，恒天中岩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P1004550）。 

（10）冠亚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冠亚投资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P1003144）。 

（11）中山证券等证券公司 

经核查，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非自然人股东中有中山证券、中原证券、华泰证券

和第一创业证券 4 家证券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且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

业，因此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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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形。 

（12）王瑞庆等 75 名自然人股东 

经核查，截至公司股权登记日，公司有王瑞庆等 75 名自然人股东，不属于《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

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因此无须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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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规定进行登记备案。 

2、本次发行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 

（1）杭州璞达思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0 

根据杭州璞达思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杭州璞达思作为私募投资基金

已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

SW3305），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劲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新疆允公 

根据新疆允公提供的合伙协议、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新疆允公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股东性质 

1 周展宏 2400.00 80.00 自然人 

2 周红兵 600.00 20.00 自然人 

合计 / 3000.00 100.00 / 

根据新疆允公出具的承诺函，新疆允公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设立的情形，不存在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

金的管理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

投资者募集资金，且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不存在聘请管理

人进行投资管理，也不存在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的情形，因此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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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形。 

（3）新疆华安 

根据新疆华安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疆华安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已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

P1014678）。 

（4）河南宏润 

根据河南宏润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河南宏润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R1923），

基金管理人为：河南欧瑞宏润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宁波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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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侨鹏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侨鹏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W2142），

基金管理人为：华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宁波宝通 

根据宁波宝通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宝通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S5872），

基金管理人为：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吉林捷煦 

根据吉林捷煦提供的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吉林捷煦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N8087），

基金管理人为：上海捷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7 名机构投资者，1 名机构投资者已

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5 名机构投资者已作

为私募投资基金在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1 名机构投资者不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且以进

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不存在聘请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也不存

在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的情形，因此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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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须

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形。公司现有股东中有 14 名非自然人股东，其中：4 名非自然人股

东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并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备案登记，5 名非自然人股东属

于私募投资基金，并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备案登记；5 名非自然人股东不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且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

业，因此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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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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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关于不存在代持的承诺书》，其本次认购公司的股份不存在

股权代持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对象的营业执照及工商资料，并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网站（http://gsxt.saic.gov.cn/）进行了查询，向发行对象及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经

核查，本次发行对象非为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或合伙企业，具有实

际经营业务，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根据公司说明以及《发行方案》，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为偿还银行贷款、

支付设备款项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测算 2017 年将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通过本次定

向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现有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资金压力，保证公

司未来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 

 

十二、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一）经核查公司的《征信报告》、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关于对外担

保事项发布的《临时公告》、对外担保合同等文件，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

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二）根据亚太出具的《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

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公司的《2015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关联方占用资金行为均为挂牌前发生，在挂牌前均已规范完毕，挂牌后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3 

（三）经核查本次募集资金账户的监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出具的

银行对账单，截至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并且，

公司和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王瑞庆、李雯、李轩均出具了《关于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

承诺》，承诺公司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票发行函之前不会提前使

用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 

（四）根据公司、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次认购对象的声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shixin.court.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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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及信用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公司、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十三、结论意见 

（一）公司本次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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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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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

有效，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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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本次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也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对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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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况。 

（八）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7 名机构投资者，1 名机构投资者已作为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5 名机构投资者已作为私募投资基金

在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登记，1 名机构投资者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且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

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不存在聘请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也不存在受托管理私募

基金的情形，因此不属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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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登记备案的

情形。公司现有股东中有 14 名非自然人股东，其中：4 名非自然人股东属于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并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备案登记，5 名非自然人股东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并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备案登记；5 名非自然人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

投资者募集资金，且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因此不属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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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形。 

（九）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 

（十二）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十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并且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作出了声明承诺。 

（十四）公司、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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