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权星精机（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北京大成 (上海 )律师事务所  

www.dentons.com 

上海市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 15 层, 16 层（200120） 
15/F, 16/F,Shanghai Tower, No.501,Yin Cheng Road(M), 

Shanghai 200120, P. R. China 
Tel: +86 21-58785888 Fax: +86 21-58786866 

 
 

 



 

  
 大成 Salans FMC SNR Denton McKenna Long 

dentons.cn 
 

 

1 / 9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权星精机（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权星精机（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已于 2017年 9月 25日出具

了《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权星精机（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出具了《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权星

精机（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权星精机（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二》”)，

本所特对《反馈意见二》中需律师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北京大成(上海)

律师事务所关于权星精机（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以下简称“基本标准指引”）、《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及《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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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

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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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

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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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1、《反馈意见二》之“3、公司申报时未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梁

世春 2002年 2月至 2003年 3月期间以及 2010 年 12月至 2011 年 7月期间、董

事顾春亮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间、监事长沈海彬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7月期间以及 2010 年 12 月至 2011年 7月期间的履历情况。 

请公司说明上述信息在申报时未披露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

查易发精机、曦远精密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并就公司上述人员是

否存在竞业禁止相关限制、公司上述人员经营公司业务是否存在纠纷，公司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易发精机、曦远精机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①易发精机（上海）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与公司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至奉贤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易发精机

机读档案及其设立至今的工商档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易

发精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易发精机（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齐贤镇行前村 1组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729485647F 

注册资本 21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罗文进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01年 10月 29日 

营业期限 至 2031年 10月 28日 

经营范围 

设计、开发、生产光电产业专用设备、仪器；半导体业封装生

产设备；液晶模组（LCM）构装设备，销售公司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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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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

额（美元） 

实缴出资额

（美元） 

出资方

式 
持股比例 

西萨磨亚欧

宝有限公司 
2,100,000 2,100,000 货币 100% 

合计 2,100,000 2,100,000 - 100%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情

况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罗文进 

监事 黄剑云 

根据易发精机向本所律师出具的声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的适当核查，易发

精机及其全资外国法人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等均与公司不存

在《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规定的关联关系。根据

公司提供的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的《劳动手册》、简历及声明文件、易发精

机向本所律师出具的声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的适当核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梁

世春、公司董事兼研发一部经理顾春亮、公司监事会主席兼品质部科长沈海彬曾

在易发精机工作，截至 2010年 12月，该三名员工均已从易发精机合法离职，各

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情况。综上，易发精机仅为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

的原任职单位，除前述披露的情况外，易发精机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因

此，易发精机与公司之间不属于《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

披露》规定的关联关系。 

②曦远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与公司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曦远精机最新《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

至奉贤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曦远精机机读档案及其设立至今工商档案材料，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曦远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曦远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北路 152号 7幢 1层 

统 一 社 会

信用代码 
913101205618918865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万元 

法 定 代 表 吴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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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时间 2010年 9月 9日 

营业期限 2010年 9月 9日至 2020年 9月 8日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机电设备、自动化设备、电子元器件、

模具设计、加工、批发、零售，机械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日用百货批发、零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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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吴少强 40 40 货币 80% 

孙作闯 10 10 货币 20% 

合计 50 50 -- 100% 

公司董事、

监 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情况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吴少强 

监事 孙作闯 

根据曦远精密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梁世春的配偶张晓晖曾持有曦远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80%股权，

并担任曦远精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为避免与公司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

而影响本次挂牌，2016 年 12 月 23 日，张晓晖将其持有曦远精密的全部股权转

让给第三方自然人吴少强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公司实际控制人梁世春及其配偶张晓晖分别出具的声明文件及本所律师与吴少

强访谈的内容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世春的配偶张晓晖已不再持有曦远精密任何

股权且已不再担曦远精密任何职务。[具体内容详见《法律意见书》“九、公司的

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公司主要关联方”之“4.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及其控制（包括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任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企业”及“（三）同业竞争”内容；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11项“关于

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19、关于同业竞争”的回复内容]。因此，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与曦远精密不存在《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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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披露》规定的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公司与易发

精机、曦远精密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公司上述人员（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不存在竞业禁止相关限制，

公司上述人员（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经营公司业务不存在纠纷。 

①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及易发精机、曦远精密出具的声明 

根据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分别出具的声明文件：“本人未与原历任任职

单位或公司签订任何保密或竞业禁止协议，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约

定情形，不存在有关竞业禁止、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方面的纠纷或潜在纠纷。本

人目前在公司的任职不会给公司造成潜在的侵权风险或损失。” 

根据易发精机及曦远精密分别向本所律师出具的声明文件：“梁世春、顾春

亮、沈海彬曾在本公司任职。前述三名人员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未与本公司签署

任何与竞业限制及保密事宜有关的协议，不存在受本公司关于竞业限制义务及保

密义务的限制。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已与本公司合法终止劳动关系，上述三

名人员不存在侵害本公司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的情况，本公司与上述三名人员不

存在或潜在存在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争议纠纷、诉讼或仲裁情况。” 

根据上述声明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除与本公司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及《保密协议》外，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

不存在与历任任职单位或公司签订任何竞业限制或保密协议，梁世春、顾春亮、

沈海彬不存在竞业禁止相关限制；从相关主体向本所律师出具声明文件的内容确

认，各方之间不存在相关的争议纠纷、诉讼或仲裁情况。 

②公开官方网站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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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至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最高人

民 法 院 网 （ http://www.court.gov.cn ） 、 上 海 法 院 网

（http://shfy.chinacourt.org）等网站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

具之日，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不存在任何诉讼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二）之日，梁世春、顾

春亮、沈海彬不存在竞业禁止相关限制，公司前述人员经营公司业务不存在纠纷。 

（3）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51702号”《审计报告》、易发精机

及梁世春、顾春亮、沈海彬分别向本所出具的声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向奉贤市场

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易发精机工商档案材料，报告期内至报告审查期间，公司与易

发精机不存在关联关系。易发精机与公司不存在构成同业竞争情形的基础关系，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易发精机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51702 号”《审计报告》等相关材

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曦远精密曾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

系。具体情况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梁世春之配偶张晓晖曾持有曦远精密 80%股权，

并担任曦远精密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曦远精密经营范围与公司经营范围

存在部分重合且曦远精密为公司供料盘配件的供应商，但曦远精密的主营业务

（物料供料盘的生产、销售）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非标准自动

化成套机械设备）不同。因此，报告期内，曦远精密与公司曾存在潜在的同业竞

争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张晓晖、吴少强向本所律师分别出具的声明文件、

本所律师对吴少强的访谈笔录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为避免公司与曦远

精密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而影响公司本次挂牌，2016 年 11 月 18 日，张晓晖

已将其持有的曦远精密全部股权作价 430,169.03 元转让给自然人吴少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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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3 日，曦远精密已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7

年 6月 20日，吴少强已将该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430,169.03元全部支付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法律意见书》“九、公司的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

公司主要关联方”之“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控制（包括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任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及“（三）同业竞争”内容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第 11 项“关于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19、关于同业竞

争”的回复内容]。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公司与曦远精密不存在或潜在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公司与易发

精机、曦远精密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除此之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梁世春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投资其他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近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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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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