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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浙经法意字（2017）第   号 

 

致：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作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挂牌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公司针对公司的申报文件下发的反馈意见，就反馈意见

提出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的进一步补充，除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补充的事项之外，《法律意见书》的其余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律师在

《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的含义均与《法律

意见书》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公司相关资料基础上，依据《证券法》、《公司法》、

《决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遵照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要求，就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与本次挂牌有关法律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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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

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清理时间、决策程序的完备性、

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

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曾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反馈回复日

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具体如下： 

1、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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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单位 
往来性

质 

资金流入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 
2,800,000.00 35,0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 
资金拆

出 
0.00 39,200,000.00 5,500,000.00 

海宁市华立实业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1,400,000.00 40,000,000.00 21,940,000.00 

海宁立上进出口有限公司 
资金往

来 
0.00 0.00 0.00 

海宁光宇布业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9,400,000.00 25,000,000.00 20,000,000.00 

海宁菲莱斯进出口有限公

司 

资金往

来 
0.00 0.00 19,682,800.00 

海宁市越达经编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1,400,000.00 15,000,000.00 10,000,000.00 

王冬明 
资金拆

入 
9,400,000.00 15,000,000.00 0.00 

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3,000,000.00 18,000,000.00 16,300,000.00 

陈付兴 
资金往

来 
0.00 1,150,000.00 6,200,000.00 

海宁澳德纺织复合有限公

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11,400,000.00 45,600,000.00 11,700,000.00 

王陈强 
资金拆

出 
0.00 15,700.00 1,984,300.00 

海宁地利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资金往

来 
29,500,000.00 60,344,200.00 82,852,000.00 

合  计 — 68,300,000.00 294,309,900.00 196,159,1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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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单位 
往来性

质 

资金流出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 
15,500,000.00 26,000,000.00 4,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 
资金拆

出 
0.00 39,200,000.00 5,500,000.00 

海宁市华立实业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7,750,000.00 35,500,000.00 24,000,000.00 

海宁立上进出口有限公司 
资金往

来 
0.00 0.00 940,000.00 

海宁光宇布业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15,750,000.00 20,500,000.00 24,000,000.00 

海宁菲莱斯进出口有限公

司 

资金往

来 
0.00 0.00 19,682,800.00 

海宁市越达经编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7,750,000.00 10,500,000.00 12,000,000.00 

王冬明 
资金拆

入 
5,750,000.00 15,000,000.00 0.00 

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13,000,000.00 13,500,000.00 18,300,000.00 

陈付兴 
资金往

来 
0.00 1,992,200.00 6,200,000.00 

海宁澳德纺织复合有限公

司 

资金拆

入、往

来 

11,750,000.00 45,100,000.00 14,200,000.00 

王陈强 
资金拆

出 
0.00 0.00 0.00 

海宁地利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资金往

来 
29,500,000.00 51,089,200.00 94,095,000.00 

合  计 — 106,750,000.00 258,381,400.00 222,917,800.00 

注：资金拆入是指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产生的资金往来，并向关联方支付利息；资金拆出

是指公司将款项借予关联方产生的资金往来，并向关联方收取利息；资金往来是指未产生利

息收支的往来款项。支付利息的款项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22 日均是按照年利

率 9.6%计付，2017 年 5 月 23 日开始按照公司的同期质押借款的年利率 6.09%计付；收取利

息的款项均是按照年利率 9.6%计收。 

具体关联方占款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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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时间 借出 归还 余额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5.8.10 4,500,000.00 0.00 4,5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5.8.12 0.00 4,5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5.8.17 1,000,000.00 0.00 1,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5.8.25 0.00 1,0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3.10 2,000,000.00 00.00 2,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3.11 0.00 2,0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3.30 2,000,000.00 0.00 2,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3.31 0.00 2,0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4.8 3,200,000.00 0.00 3,2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4.12 0.00 3,2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5.10 5,000,000.00 0.00 5,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5.17 0.00 5,0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5.31 3,000,000.00 0.00 3,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6.3 5,000,000.00 0.00 8,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6.12 0.00 8,0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7.1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7.4 0.00 10,000,000.00 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10.11 9,000,000.00 0.00 9,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10.12 0.00 1,000,000.00 8,000,000.00 

海宁海橡鞋材

有限公司 
2016.10.14 0.00 8,000,000.00 0.00 

王陈强 2015.1.1 之前 2,112,000.00 0.00 2,1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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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时间 借出 归还 余额 

王陈强 2015.6.2 0.00 
  

1,984,300.00  

    

127,700.00  

王陈强 2016.12.27 0.00 
    

127,700.00  
    0.00    

2、向关联方收取资金占用费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 0.00 106,080.00 0.00 

合  计 0.00 106,080.00 0.00 

    德西瑞在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以及公司其

它相关内部管理制度中对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决策程序进行了规定。 

同时，为规范与德西瑞之间的交易行为，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规、定价公允，

德西瑞避免股东资金占用，德西瑞股东出具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本人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其他组织、机

构与德西瑞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定，本着

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与公司进行交易； 

3）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4）本承诺为有效承诺。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以上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

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取得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清单后，调查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获取声明，确认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核查公司的关

联方范围，查阅公司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明细账、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的往来账明细；核查银行对账单、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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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流水等资料；查阅《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检查公司自报告期

末至反馈意见回复之日的财务报表、账簿往来科目的发生额明细、银行流水单等

资料，未发现在该期间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目前严格执行股份

公司成立后所建立的关联方交易制度；取得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出具的《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及资金往来的承诺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虽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决策程

序虽不完备，但是资金占用方已经及时将资金归还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并且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再占用公司资金，股份公司成立后管理不断

加强，不存在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公司已建立防范股东、关联方及其他方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制度，公司、股东、公司董监高等其他关联方将严格遵守《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相关承诺。公司在申请挂牌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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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中规定的“不

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挂牌条件。 

  

问题： 

2、“2016 年 2 月 26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减少注

册资本 10,500.00 万元，即注册资本由 21,000.00 万元减至 10,500.00 万元。”请

公司详细补充说明该次减资的具体背景原因，并结合报告期公司资金管理情况分

析说明并披露减资资金来源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减资事项，就

减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2016 年 2月 26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减少注册资本

10,500万元，即注册资本由 21,000万元减至 10,500万元，其中陈付兴减少 1,500

万元、王冬明减少 1,500 万元、光宇布业减少 1,500万元、越达经编减少 1,500

万元、华立实业减少 1,500万元、海橡集团 3,000万元。减资完成后，陈付兴以

货币出资 1,500 万元，越达经编以货币出资 1,500 万元，光宇布业以货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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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华立实业以货币出资 1,500万元，海橡集团以货币出资 3,000万元。

并于同日通过《浙江德西瑞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德西瑞有限于 2016年 2

月 27 日在海宁日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公告期满没有债权人要求德西瑞有限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2016 年 4月 15 日，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在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

登记，嘉兴市市监督管理局已核准此次变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此次减资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由全体股东一致表决

同意，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该次减资履行了法定程序，内容符

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问题：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

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

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

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本所律师访谈，并核查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通过登录查阅全国失信被执行人信查询网 （http ：

//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等网站，未发现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查阅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未发现

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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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行政处罚信息、经营异常信息、严重违法信息。查阅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未发现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本所律

师按要求进行了核查。 

（2）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查阅海宁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海宁市环境保护局、海宁市国家税务局和海宁市地方税务局、海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嘉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海宁市分中心、海宁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文件及企业信用报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和无犯罪证明，及会计

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未显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违法行为而支

出罚款的情况；经访谈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取得前述人员的《承诺函》，承诺，公

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

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由此可以得知，报告

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前述主体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而受

到处罚或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

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列入

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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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的情形。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第 2.1 条第（三）项“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问题： 

4、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

下事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

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

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

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

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

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

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立董事制度

（如有）。（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

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审核公司章程，并查阅公司历次股东大会决议文件及工商档案，公司设立

时的《公司章程》系由发起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共同制定，经 2017年 09月 22日召开 2017年第二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已在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 

《章程》主要包括总则、经营宗旨和范围、股份、股份发行、股份增减和回

购、股份转让、股东和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

财务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利润分配和审计、投资者关系管理、通知和公告、合

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修改章程及附则等内容。上述内容包含了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所规定的公司股票的登记

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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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

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

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

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

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

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等相关制度。 

《章程》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程序和职权范围，对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决策作了规定，对保障股东权益及通过诉讼方式解

决纠纷的途径等内容作出了规定。《章程》规定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

定，能够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章程》结构设计严谨，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制定的《章程》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

规定，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问题： 

5、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子公司）是

否具有公司实际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公司

（子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公司（子

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公

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并对

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3）公司（子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

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

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回复： 

（1）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营业执照、管理层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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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审计报告、主要业务合同等，经核查： 

1、德西瑞的经营范围 

根据德西瑞《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德西瑞的经营

范围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代加工服

务。上述经营范围已在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德西瑞目前从事的经营

活动未超出其已登记的经营范围。 

2、德西瑞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德西瑞本公司拥有一家

全资子公司海宁德西瑞新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并未实际经营。 

海宁德西瑞新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分布式光伏电站设计、安装、施工、

维护；合同能源管理及其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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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德西瑞的经营许可资质 

    德西瑞现经营业务无需特许经营许可。 

    德西瑞现持有相关认证和资质如下： 

序号 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时间 颁发单位 有效期至 

1 
浙江省排污

许可证 

浙FC黄

A390022 
2016-3-31 浙江省环保厅 

2020-12-

31 

2 
海宁市城市

排水许可证 

海排 2013字

第 0336号 
2013-9-27 海宁市规划建设局 2018-9-26 

3 
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 

GR201533001

011 
2015-9-17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

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

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2018-9-17 

4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00216Q15335

R0M 
2016-9-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2018-9-15 

5 

中华人名共

和国海关报

关单位注册

登记证书 

3313961292 2017-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已取得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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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质、许可、认证。根据公司的声明以及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主管政府

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依法开展经营，不存在因

违反工商、质量监督、税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情况。 

（2）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公司声明、《审计报告》，工商、税务、质量

监督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的重大业务合同等方

式，公司（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

情况，也未有重大违法行为。 

（3）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资质暂不存在即将到期的限制。经公司确认，

公司上述持有的资质证书均通过合法程序申请取得，且目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未出现可能导致丧失上述资质许可所需条件的情形。 

     

 问题： 

 6、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公司非自然人股东的性质、出资人结构、出资

人实缴出资额、是否系真实出资、是否存在出资代持或签署对赌、股权回购等协

议的情形、公司出资或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主营业务、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对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

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核查，非自然人股东的的相关情况如下： 

海橡集团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王周林 14,008,357.00 33.78 

2 鲁国强 6,087,842.00 14.68 

3 陈建良 6,012,911.00 14.50 

4 沈财兴 3,856,310.00 9.30 

5 潘建明 1,642,687.00 3.96 

6 冯月华 1,584,983.00 3.82 

7 倪美仙 1,277,264.00 3.08 

8 夏长坤 1,277,264.00 3.08 

9 褚锦青 1,277,264.0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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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0 戴建明 1,277,264.00 3.08 

11 吴建祥 1,277,264.00 3.08 

12 沈冯生 555,870.00 1.34 

13 周海明 443,455.00 1.07 

14 李爱民 443,455.00 1.07 

15 傅昊 207,702.00 0.50 

16 盛国兴 194,366.00 0.47 

17 李仙红 46,008.00 0.11 

合计 41,470,266.00 100.00 

2、越达经编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左建明 22,030,000.00 88.12 

2 左冰燕 2,970,000.00 11.88 

合计 25,000,000.00 100.00 

3、华立实业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张月松 9,227,800.00 61.52 

2 姚雪金 582,500.00 3.88 

3 王建明 582,500.00 3.88 

4 张建松 582,500.00 3.88 

5 褚张毛 582,500.00 3.88 

6 陈建良 582,500.00 3.88 

7 袁林芬 582,500.00 3.88 

8 袁林祥 582,500.00 3.88 

9 孙炳元 226,000.00 1.51 

10 姚明金 226,000.00 1.51 

11 陈永明 226,000.00 1.51 

12 俞建坤 226,000.00 1.51 

13 凌金德 226,000.00 1.51 

14 韩建龙 226,000.0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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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5 
海宁市海昌街道资产

经营中心 
206,000.00 1.37 

16 冯利萍 132,700.00 0.88 

合计 15,000,000.00 100.00 

4、光宇布业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陈建平 5,000,000.00 38.46 

2 陈建月 4,800,000.00 36.92 

3 陈建忠 3,200,000.00 24.62 

合计 13,000,000.00 100.00 

5、德西瑞投资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王周林 1,500,000.00 14.29 

2 左建明 1,500,000.00 14.29 

3 张月松 1,500,000.00 14.29 

4 王冬明 1,500,000.00 14.29 

5 陈付兴 1,500,000.00 14.29 

6 陈建平 1,500,000.00 14.29 

7 鲁国强 1,500,000.00 14.29 

合计 10,500,000.00 100.00 

 

序号 
关联方 

名称 

与公司的 

关系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1 海橡集团 
持股 5%以上

的股东 
4,147.02 

橡塑制品、革皮制品、电缆、五金模具、

轴承、磁性材料、服装鞋帽、纺织制品、

印刷（不含商标印制）、制造、加工（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法律法规规定实行许可

证制度的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经营广告业务（详见广告许可证）、

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

家用电器、橡胶、轮胎、批发、零售；废

旧轮胎、废旧塑料、废旧木架回收；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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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 

名称 

与公司的 

关系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 

2 越达经编 持股 5%以上

的股东 

2,500.00 经编织物、化纤织品、真丝针织品、纺织

品、服装、起绒、剪绒制造、加工；纺织

原料（不含鲜茧和籽棉）、金属材料（不

含贵金属）、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

零售 

3 光宇布业 持股 5%以上

的股东 

1,300.00 经编织物、工业基布、塑料制品、纸制品

（不含印刷）、纺织制成品制造、加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

和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 

4 华立实业 持股 5%以上

的股东 

1,500 经编织物、化纤织品、真丝针织品、纺织

品、服装、起绒、剪绒制造、加工；纺织

原料（不含鲜茧和籽棉）、金属材料（不

含贵金属）、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

零售 

5 德西瑞投

资 

持股 5%以上

的股东 

-- 股权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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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取得并核查了海橡集团向公司出资的银行转账凭证和光宇布业、

华立实业、越达经编分别向陈建平、张月松、左建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转

账凭证，以及德西瑞投资分别向海橡集团、光宇布业、华立实业、越达经编、

王冬明、陈付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同时，取得了股东历次出资

的银行转账凭证、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0）第 608号《验资报告》、

海正健会验字（2011）第 271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1）第 560

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1）第 688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

字（2011）第 761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2）第 044号《验资报

告》、海正健会验字（2012）第 115号《验资报告》）并对相关股东进行了访

谈。 

本所律师认为，非自然股东均系依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企业法

人或有限合伙企业，均以货币实缴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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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工商档案资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可知，公司非法人股东

在受让德西瑞有限股权之前，德西瑞有限原股东已足额缴纳出资，且召开股东会

对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决议，非法人股东与原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对股权转

让事宜作出约定，未约定对赌条款或股权回购款，非法人股东通过银行转账形式

向原股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分别为海橡集团、陈付

兴、王冬明、左建明、陈建平、张月松。根据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海正健会验字（2010）第 608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

至 2010 年 9 月 9 日止，公司（筹）已收到股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合计人

民币 4,200.00 万元。 

2011 年 3 月 28 日，德西瑞有限股东陈付兴、王冬明、左建明、陈建平、张

月松、海橡集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实收资本 4,200.00 万元，实收

资本增加至 8,400.00 万元，其中陈付兴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王冬明以货币

出资 600.00 万元、左建明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陈建平以货币出资 600 万元、

张月松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200.00 万

元。本次出资完成后，陈付兴已出资额为 1,200.00 万元、王冬明已出资额为

1,200.00 万元、左建明已出资额为 1,200.00 万元、陈建平已出资额为 1,200.00 万

元、张月松已出资额为 1,200.00 万元、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已出资额为 2,400.00

万元。 

2011年4月12日，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海正健会验字（2011）

第 271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以货币

形式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8,400.00 万元。 

2011 年 7 月 14 日，德西瑞有限股东陈付兴、王冬明、左建明、陈建平、张

月松、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实收资本

1,400.00 万元，实收资本增加至 9,800.00 万元，其中陈付兴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

元、王冬明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左建明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陈建平以

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张月松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

以货币出资 400.00 万元。本次出资完成后，陈付兴出资额为 1,400.00 万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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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明出资额为 1,400.00 万元、左建明出资额为 1,400.00 万元、陈建平出资额为

1,400.00 万元、张月松出资额为 1,400.00 万元、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2,800.00 万元。 

2011年7月26日，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海正健会验字（2011）

第 560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 年 7 月 26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以货币

形式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9,800.00 万元。 

2011 年 9 月 8 日，德西瑞有限股东陈付兴、王冬明、左建明、陈建平、张月

松、海橡集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实收资本 4,200.00 万元，实收资

本增加至 14,000.00 万元，其中陈付兴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王冬明以货币出

资 600.00 万元、左建明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陈建平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

张月松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200.00 万

元。本次出资完成后，陈付兴出资额为 2,000.00 万元、王冬明出资额为 2,000.00

万元、左建明出资额为 2,000.00 万元、陈建平出资额为 2,000.00 万元、张月松出

资额为 2,000.00 万元、海橡集团出资额为 4,000.00 万元。 

2011年9月20日，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海正健会验字（2011）

第 688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 年 9 月 21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以货币

形式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14,000.00 万元。 

2011 年 10 月 18 日，德西瑞有限股东陈付兴、王冬明、左建明、陈建平、张

月松、海橡集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实收资本 1,400.00 万元，实收

资本增加至 15,400.00 万元，其中陈付兴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王冬明以货币

出资 200.00 万元、左建明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陈建平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

元、张月松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海橡集团以货币出资 400.00 万元。本次出

资完成后，陈付兴出资额为 2,200.00 万元、王冬明出资额为 2,200.00 万元、左建

明出资额为 2,200.00 万元、陈建平出资额为 2,200.00 万元、张月松出资额为

2,200.00 万元、海橡集团出资额为 4,400.00 万元。 

2011年11月7日，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海正健会验字（2011）

第 761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 年 11 月 7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以货币

形式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15,4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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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2 日，德西瑞有限股东陈付兴、王冬明、左建明、陈建平、张月

松、海橡集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实收资本 4,200.00 万元，实收资

本增加至 19,600.00 万元，其中陈付兴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王冬明以货币出

资 600.00 万元、左建明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陈建平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

张月松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海宁海橡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200.00 万

元。本次出资完成后，陈付兴出资额为 2,800.00 万元、王冬明出资额为 2,800.00

万元、左建明出资额为 2,800.00 万元、陈建平出资额为 2,800.00 万元、张月松出

资额为 2,800.00 万元、海橡集团出资额为 5,600.00 万元。 

2012 年 2 月 8 日，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海正健会验字（2012）

第 044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2 月 8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以货币

形式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19,600.00 万元。 

2012 年 2 月 26 日，德西瑞有限股东陈付兴、王冬明、左建明、陈建平、张

月松、海橡集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实收资本 1,400.00 万元，实收

资本增加至 21,000.00 万元，其中陈付兴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王冬明以货币

出资 200.00 万元、左建明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陈建平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

元、张月松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海橡集团以货币出资 400.00 万元。本次出

资完成后，陈付兴出资额为 3,000.00 万元、王冬明出资额为 3,000.00 万元、左建

明出资额为 3,000.00 万元、陈建平出资额为 3,000.00 万元、张月松出资额为

3,000.00 万元、海橡集团出资额为 6,000.00 万元。 

2012 年 3 月 1 日，海宁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海正健会验字（2012）

第 115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 年 2 月 29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以货币

形式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21,000.00 万元。2013 年 1 月 15 日，有限公司召

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左建明将 3,00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越达经编，其他

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海宁正泰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

海正评字（2013）第 019 号《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经

评估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8,874,937.94 元。转

让方左建明、受让方越达经编参照评估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于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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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左建明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3,000.00 万元

转让给越达经编，转让价格为 3,000.00 万元。越达经编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左建

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2014 年 6 月 28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1）陈建平

将 3,00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光宇布业；（2）张月松将 3,00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

华立实业，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海宁正泰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海

正评字（2014）第 126 号《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经评

估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06,980,104.26 元。 

转让方陈建平、受让方光宇布业参照评估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建平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3,000.00

万元转让给越达经编，转让价格为 3,000.00 万元。光宇布业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

陈建平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转让方张月松、受让方华立实业参照评估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月松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3,000.00

万元转让给华立实业，转让价格为 3,000.00 万元。华立实业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

陈建平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2017 年 6 月 2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1）陈付

兴、王冬明、光宇布业、华立实业、越达经编分别将 10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德西

瑞投资；（2）海橡集团将 20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德西瑞投资，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受让权。 

浙江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出具浙

正健专审字（2017）第 319 号《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经审计德西瑞有限所有者权益为 150,702,772.55 元。 

转让方陈付兴与受让方德西瑞投资参照审计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付兴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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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转让给德西瑞投资，转让价格为 1,435,300.00 元。德西瑞投资通过银行转账

形式向陈付兴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陈付兴向税务部门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转让方王冬明与受让方德西瑞投资参照审计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冬明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100.00

万元转让给德西瑞投资，转让价格为 1,435,300.00 元德西瑞投资通过银行转账形

式向王冬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王冬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转让方光宇布业与受让方德西瑞投资参照审计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

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光宇布业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100.00 万元转让给德西瑞投资，转让价格为 1,435,300.00 元。德西瑞投资通过银

行转账形式向光宇布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转让方华立实业与受让方德西瑞投资参照审计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

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立实业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100.00 万元转让给德西瑞投资，转让价格为 1,435,300.00 元。德西瑞投资通过银

行转账形式向华立实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转让方越达经编与受让方德西瑞投资参照审计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

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越达经编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100.00 万元转让给德西瑞投资，转让价格为 1,435,300.00 元。德西瑞投资通过银

行转账形式向越达经编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转让方海橡集团与受让方德西瑞投资参照审计值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

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海橡集团将有限公司的出资

200.00 万元转让给德西瑞投资，转让价格为 2,870,600.00 元。德西瑞投资通过银

行转账形式向海橡集团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经访谈可知，公司股东真实持有公司的股权，不存在代为出资、股权代持等

股权不清晰的情况，不存在签署对赌、股权回购等协议的情形。 

公司股东出具《说明》，“本人/本企业作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东，本人/本企业真实持有公司的股权，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股权

代持，亦不存在其他关于股权的协议安排等情况；不存在签署对赌协议、股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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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等协议的情况；股权不存在股权被质押、冻结或其他争议，也不存在股权被限

制转让的情形。本人/本企业拥有的德西瑞股权均系本人/本企业以合法手段取得，

具有完全的处分、占有、收益的权利，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或潜在股权纠纷；各

股东之间未签署任何有关共同控制、一致行动协议或委托持股的协议，不存在通

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及其他一切有关事项采取一

致行动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真实的、不存在股权代持等股权不清晰

的情形，未签署带有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协议情形。 

海橡集团系公司原始股东，其就出资来源出具了《关于对公司出资来源的说

明》，“海橡集团对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出资来源合法，不存在通过从浙江

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公司真实、合法

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光宇布业、华立实业、越达经编系从公司原股东受让股权，从而取得股东地

位，三位法人股东分别出具了《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资金来源的说明》，“本公

司受让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并向转让方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

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通过从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

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公司真实、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权。” 

德西瑞投资系从公司原股东受让股权，从而取得股东地位，其出具了《关于

支付股权转让款资金来源的说明》，“本公司受让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并向转让方支付了全部股权转

让款，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合伙人的出资，不存在通过向特定对

象或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从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

取得资金的情形。本公司真实、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根据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访谈可知，非自然人股东对公司出资

或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受让方向股权转让方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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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清晰，不存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非自然人股东对公司出资或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股权明晰，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公司非自然人股东的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方 

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海橡集团 

橡塑制品、革皮制品、电缆、五金模

具、轴承、磁性材料、服装鞋帽、纺织

制品、印刷（不含商标印制）、制造、

加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法律法规规定

实行许可证制度的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经营广告业务（详见广告

许可证）、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

化学危险品）、家用电器、橡胶、轮

胎、批发、零售；废旧轮胎、废旧塑

料、废旧木架回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仿片加工及胶粉生产 

2 越达经编 

经编织物、化纤织品、真丝针织品、纺织

品、服装、起绒、剪绒制造、加工；纺织

原料（不含鲜茧和籽棉）、金属材料（不

含贵金属）、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

零售 

经编纺织面料的生产 

3 光宇布业 

经编织物、工业基布、塑料制品、纸制品

（不含印刷）、纺织制成品制造、加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

和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 

广告布、工业基布、篷

布、ＰＶＣ纺织品的生产 

4 华立实业 

经编织物、化纤织品、真丝针织品、纺织

品、服装、起绒、剪绒制造、加工；纺织

原料（不含鲜茧和籽棉）、金属材料（不

含贵金属）、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

零售 

经编网布及保护膜的生产 

5 德西瑞投资 
股权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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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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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代加工服务，

非自然人股东的主营业务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非自然股东均系依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企

业法人或有限合伙企业，均以货币实缴出资，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真实的、不存

在股权代持等股权不清晰的情形，未签署带有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协议情形；

非自然人股东对公司出资或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股权明晰，不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代加工服务，非自然人股东的主营业务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公司符合《业务

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公司共有 7 名股东，其中海橡集团持股比例为 26.67%，陈付兴、王冬明、

光宇布业、华立实业、越达经编持股比例均为 13.33%，德西瑞投资持股比例为

6.67%，各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均未超过 50%，且各股东之间未曾签署任何有关

共同控制或委托持股的协议，不存在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决策及其他一切有关事项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况，任何单一股东均不能对公

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决定董事会多数席位，公司的经营方针及重大

事项决策系由全体股东充分讨论后确定，无任何一方能够决定或作出实质影响。

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为王周林、陈建平、陈付兴、左建明、王冬明、张月松、鲁国强；

监事为李爱民、徐李炜、袁林芬、吴稀稀、张驰航；总经理陈建平，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为吴建祥，财务负责人孙建中。 

（一）海橡集团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海橡集团持有公司 26.67%的股份，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王周林、

鲁国强及监事李爱民系海橡集团推荐；董事王周林、鲁国强及高级管理人员吴建

祥系海橡集团的股东，其中，王周林在海橡集团担任董事长职务，鲁国强在海橡

集团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李爱民在海橡集团担任财务总监职务，吴建祥

未在海橡集团担任职务。 

（二）光宇布业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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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宇布业持有公司 13.33%的股份，为公司并列第二大股东。公司董事陈建

平（兼总经理）系光宇布业推荐；陈建平系光宇布业的股东，陈建平未在光宇布

业担任职务。 

（三）越达经编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越达经编持有公司 13.33%的股份，为公司并列第二大股东。公司董事左建

明系越达经编推荐，左建明系越达经编的股东，左建明在越达经编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职务。 

（四）华立实业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华立实业持有公司 13.33%的股份，为公司并列第二大股东。公司董事张月

松及监事袁林芬系华立实业推荐，张月松系华立实业的股东，张月松在华立实业

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袁林芬在华立实业担任董事职务。 

（五）德西瑞投资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公司董事王周林在德西瑞投资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在股东单位任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非法人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但其任职不违反《公

司章程》规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职务。公司符合

《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问题： 

7、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股东出资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以公司

资金或公司分红缴纳出资的情形并对公司出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德西瑞有限由海橡集团、张月松、陈建平、左建明、王冬明、陈付兴出资设

立，公司股东以货币形式实缴各期出资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海正

健会验字（2010）第 608 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1）第 271 号《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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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1）第 560 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1）

第 688 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1）第 761 号《验资报告》、海正健

会验字（2012）第 044 号《验资报告》、海正健会验字（2012）第 115 号《验资

报告》）验证。 

经查阅工商档案资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银行转账凭证、股东

会决议可知，在越达经编、华立实业、光宇布业、德西瑞投资非法人股东受让德

西瑞有限股权之前，德西瑞有限原股东已用自有资金足额缴纳出资，之后才发生

股权转让行为；公司未曾对分红作出决议，公司不存在向股东分红的情形。 

经访谈可知，公司自然人股东的出资来源于其对外投资收益及家庭收入积累，

公司非自然人股东出资来源于其自有资金，不存在以公司分红或公司资金对公司

出资或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公司股东真实持有公司的股权，不存在代为出资、

股权代持等股权不清晰的情形。 

陈付兴系公司原始自然人股东，其就出资来源出具了《关于对公司出资来源

的说明》，“本人对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对外投资收益及家庭收入积累，出资来源合法，不

存在通过从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

人真实、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王冬明系公司原始自然人股东，其就出资来源出具了《关于对公司出资来源

的说明》，“本人对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对外投资收益及家庭收入积累，出资来源合法，不

存在通过从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

人真实、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左建明系公司原自然人股东，其就出资来源出具了《关于对公司出资来源的

说明》，“本人对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对外投资收益及家庭收入积累，出资来源合法，不存

在通过从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人

真实、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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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平系公司原自然人股东，其就出资来源出具了《关于对公司出资来源的

说明》，“本人对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对外投资收益及家庭收入积累，出资来源合法，不存

在通过从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人

真实、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张月松系公司原自然人股东，其就出资来源出具了《关于对公司出资来源的

说明》，“本人对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对外投资收益及家庭收入积累，出资来源合法，不存

在通过从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人

真实、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海橡集团系公司原始法人股东，其就出资来源出具了《关于对公司出资来源

的说明》，“海橡集团对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现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出资来源合法，不存在通过从

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拆借或分红等途径取得资金的情形。本公司真实、

合法持有浙江德西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对公司出资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是来源于

公司资金或公司分红，股东对公司出资真实。 

 

问题： 

8、关于减资。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减资的原因、减资的程序及合法

合规性、减资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德西瑞于 2016年 4月减资 1.05亿元，减资的原因是股

东为优化德西瑞的资本结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提高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

率，经全体股东投票一致同意减资。 

2016 年 2月 26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减少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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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0,500 万元，即注册资本由 21,000万元减至 10,500万元，并于同日通过

《浙江德西瑞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德西瑞有限于 2016年 2月 27日在海

宁日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公告期满没有债权人要求德西瑞有限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2016 年 4月 15 日，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在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

更登记，嘉兴市市监督管理局已核准此次变更。 

减资资金来源均是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公司 2016年度、2017年 1-6月分别

以经营产生的现金流量归还减资款 4,100.00 万元、3,845.00万元，报告期内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稳定增长，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尚有 2,555.00

万元未归还，报告期后至反馈回复日未归还借款。报告期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如

下表所示：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元） 296,302,906.24 496,092,255.24 421,566,179.59 

营业利润（元） 19,316,999.82 26,433,370.69 32,909,908.16 

净利润（元） 16,508,686.82 23,232,918.82 28,076,009.39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6,508,686.82 23,232,918.82 28,076,009.39 

资产总额（元） 304,296,400.84 331,655,607.19 319,010,117.64 

负债总额（元） 149,881,898.36 193,749,791.53 99,337,220.80 

资产负债率（%） 49.26 58.42 3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6,049,547.77 41,586,964.98 25,010,147.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9 14.40 1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72 0.1659 0.1337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此次减资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由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

意，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该次减资履行了法定程序，内容符合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减资对公司生产经营的

影响不重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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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申请挂牌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合规事项,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信用中国，查阅海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宁市环境保护局、海宁市国家税务局

和海宁市地方税务局、海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嘉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海宁市分中心、海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文件及

企业信用报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和无犯罪证明，

及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未显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违法行

为而支出罚款的情况；经访谈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取得前述人员出具的《承诺函》，承诺，公司及子

公司合法合规经营，具备经营所需的资质，不存在超越经营范围及资质开展经营

活动的行为。从 2015 年至今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的情形。由此可

以得知，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合法合规。 

 

问题： 

10、请公司披露与子公司的业务分工及合作模式，并结合公司股权状况、

决策机制、公司制度及利润分配方式等披露如何实现对子公司及其资产、人

员、业务、收益的有效控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从事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属于产业链的中游地位。为完善公司现有产业链，实现业务

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公司发展的稳定性，公司计划以现有业务为基础，自 2017 

年底开始向下游太阳能组件生产及光伏电站建设领域拓展。2017 年 3 月 22 日出

资 500 万元新设全资子公司海宁德西瑞新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分布式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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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设计、安装、施工、维护；合同能源管理及其技术咨询服务。截至本反馈意

见回复签署之日，德西瑞新能源尚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股权、决策机制、制度及利润分配方式等披方面实现对

子公司的资产、人员、业务、收益的有效控制，主要情况如下： 

1、公司持有子公司德西瑞新能源 100%的股权，可以实现股权有效控制 

公司持有子公司德西瑞新能源 100%的股权，公司通过股权控制可以享有对

德西瑞新能源资产及收益的占有、使用、处置及分配等权利；可以决定子公司的

经营方针、投资计划等；制定管理制度等方式实现对德西瑞新能源的有效控制。 

2、决策机制方面，公司建立了对子公司德西瑞新能源较为有效的管控体系 

在人员管理方面，德西瑞新能源的执行董事、经理王冬明，系公司董事；监

事李爱民系公司监事。公司通过委派执行董事，并由公司董事兼任子公司经理的

方式实现对子公司日常经营决策方面的控制。 

3、在公司制度方面，公司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同样适用于子公司 

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控股子公司

管理制度》、《销售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均适用于德西瑞新能源。根

据《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规定，子公司应当执行公司对子公司的各项制度规定；

子公司实施改制改组、收购兼并、投融资、资产处置、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需

按《公司章程》及公司有关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并须事先报告公司。公司定

期或不定期实施对子公司的审计监督。 

4、在利润分配方面，德西瑞新能源章程对利润分配做了规定 

《海宁德西瑞新能源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股东会，利润分配方案

由股东决定。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执行董事有权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德西瑞新能源在公司的统一管理和部署下开展业务，具有

明确有效的分工及合作模式。公司基于股权控制、制度管理、决策机制、利润

分配等方面能够对子公司的资产、人员、业务、收益等实现有效控制。 

 

问题： 

11、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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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齐备性，请公司补充披

露相关事项。 

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

第十二条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应扼要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主要包括：姓名、国籍及境外居留权、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现任职务及

任期、职业经历。 

因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故本所律师依据上述规定与公开转

让说明书披露的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简

历内容进行了比对。 

本所律师认为，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前述人员简历的内容齐备，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规定。 

 

问题： 

12、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诉讼原因、金额、占比及双方诉求、进

度、公司是否存在发生同类诉讼的风险、风险防范措施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的影响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挂牌条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三起诉讼案件，主要情况如下： 

（一）库特勒自动化系统（苏州）有限公司诉德西瑞有限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德西瑞有限与Orchid Machinery HongKong Limited（以下简称“Orchid公司”）

分别于2011年1月、2011年2月和2012年3月签署了《设备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

约定由德西瑞公司向Orchid公司一批设备，截至2012年底德西瑞有限仍有货款

364,000美元未向Orchid公司支付。2013年7月11日,Orchid公司与库特勒自动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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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特勒”）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约定Orchid

公司将对德西瑞有限364,000美元的债权转让给库特勒。库特勒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德西瑞有限立即支付货款364,000美元即人民币2,399,852元（按美元对人民

币汇率6.593计算）及延期付款的违约金人民币464,371.36元（从2012年8月4日起，

暂算至2013年8月31日，以2,399,852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两项合

计人民币2,864,223.36元。 

德西瑞有限认为，Orchid公司未履行合同全部义务，不应当支付支持库特勒

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2013）锡商外初字第56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德西瑞有限向库特勒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货款364,000美元及违约金（以364,000美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4日起至判决给

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714元，由德西瑞有

限负担。2016年1月28日，德西瑞有限与库特勒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德

西瑞有限向库特勒合计支付303万元。截至2016年2月2日，德西瑞有限已支付完

毕303万元。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净利润为23,232,918.82元，

德西瑞有限向库特勒支付303万元，占净利润的比例为13.04%，占比较小。 

（二）德西瑞有限诉台州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叶国云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 

德西瑞有限自2013年5月起向台州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

特盛”）采购原材料，台州特盛尚有852,596.70元的货物未供货。2015年3月3日，

被告叶国云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欠原告预付款800,000.00元，并同意承担

还款责任。德西瑞有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台州特盛、叶国云归还货款

852,596.70元。台州特盛、叶国云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参加庭审。浙江省海宁市

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浙0481民初4134号《民事判决书》2016

年11月10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481民初4134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①台州特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德西瑞有限预付款80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800,000元基数，自2016年6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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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日止）；②叶国云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清偿

责任；③案件受理费12,326元，由德西瑞负担764元，由台州特盛、叶国云负担

11,562元;④案件公告费600元由台州特盛、叶国云承担。 

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公司未收到台州特盛、叶国云支付的款项。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净利润为23,232,918.82元，

本案诉讼金额及案件受理费合计800,764元，占净利润的比例为3.45%，占比较小。 

（三）德西瑞有限诉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 

德西瑞有限向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电气”）

购买原材料，但中电电气尚有49,935.60元货物未向德西瑞有限提供，德西瑞有限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电电气偿还货款49,935.60元。在诉讼过程中，中电电气

向德西瑞有限偿还货款49,935.60元，故德西瑞有限向法院申请撤诉。浙江省海宁

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嘉海袁商初字第245号《民事裁定书》，

准许德西瑞有限撤回起诉。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净利润为23,232,918.82元，

本案诉讼金额49,935.60元，占净利润的比例为0.21%，占比较小。因公司收回了

货款，故未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三起诉讼系因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纠纷，

争议金额占净利润的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了三起诉讼案件，除德西瑞有限诉台州特盛、叶国云

案件尚未完结之外，其他两个案件已解决完毕。公司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完

善了采购、销售体系及购销款的收支。另外，公司出具《说明》，报告期内公

司分别与库特勒自动化系统（苏州）有限公司、台州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和叶国云、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诉讼纠纷，为避免再

次发生类似诉讼，公司在与对方签署协议之前，先调查对方的信用状况，并与

信用状况良好的客户或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在本所律师的辅导之下完善销售

合同、采购合同的内容，加强对购销合同款收支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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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公司管理层访谈及查阅公司重大采购、销售合同可知，目前公司的

采购合同、销售合同正常履行，发生诉讼纠纷的可能性较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为避免发生同类诉讼采取了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发

生类似诉讼风险的可能性较小；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三起诉讼案件占公司净利

润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符合“合法规

范经营”挂牌条件。 

 

问题： 

13：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下列事项并对公司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核查方法和认定依据：（1）公司、下属子公司所使用的场所投入使用前是

否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认定依据为包括《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

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在内的国家和地方相应监管规定；（2）公司、

下属子公司所使用的场所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

是否在申报前办理完毕，在建工程是否按照建设进程完成相应消防验收或消防备

案手续。 

回复： 

(1)公司、下属子公司所使用的场所投入使用前是否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消

防备案或进行消防安全检查。认定依据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

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

规定》等在内的国家和地方相应监管规定；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 年 4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安部令第 106 号发布，根据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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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公安部令第 119 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

四条规定：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

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

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

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

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

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

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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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

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

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第二十四条 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

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

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

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

文件复印件。 

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

防备案。”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房产坐落 登记时间 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1 

浙（2017 海宁

市）不动产权第

0042590 号 

海宁市尖山新

区仙侠路 116

号 

2017.9.13 258.00 ㎡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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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2017 海宁

市）不动产权第

0042585 号 

海宁市尖山新

区仙侠路 116

号 

2017.9.13 82.75 ㎡ 工业 

3 

浙（2017 海宁

市）不动产权第

0042589 号 

海宁市尖山新

区仙侠路 116

号 

2017.9.13 191.36 ㎡ 工业 

4 

浙（2017 海宁

市）不动产权第

0042588 号 

海宁市尖山新

区仙侠路 116

号 

2017.9.13 6,156.02 ㎡ 工业 

5 

浙（2017 海宁

市）不动产权第

0042587 号 

海宁市尖山新

区仙侠路 116

号 

2017.9.13 3,122.32 ㎡ 工业 

6 

浙（2017 海宁

市）不动产权第

0042586 号 

海宁市尖山新

区仙侠路 116

号 

2017.9.13 22,537.67 ㎡ 工业 

建筑面积 591.66 平米的动力车间、建筑面积 352.35 平方米的仓库及建筑面

积 77.90 平方米两个传达室尚未办理产权证。 

子公司租赁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位于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 7号

（路宝经编有限公司内）的 60㎡房屋（证号：[浙 2017]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0006056号）。 

依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规定，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

无需办理消防验收，应当办理消防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及子公司租赁的场所不需要进行

消防验收，需要进行消防备案。由于公司部分房产未及时办理相关施工许可，故

未能办理消防备案。 

(2) 公司、下属子公司所使用的场所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进行消防

安全检查的，是否在申报前办理完毕，在建工程是否按照建设进程完成相应消防

验收或消防备案手续。 

公司于 2013年 1月 16日取得了备案号为 330000WYS130001491 的《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理凭证》，对 1号车间、1号宿舍、食堂进行了消防备

案。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规定，该工程未被确定为抽查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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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对配电房、污水池房、特气房、仓库、动力车间、传达室，办理工

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前述房产合计建筑面积为 1,554.02平米，占总建筑面积

的 4.66%。 

子公司租赁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的房产作为住所地，租赁房产于 2013年

3月 18 日取得了备案号为 330000WYS130005624《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

理凭证》，对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 4号车间、办公楼进行了消防备案。根据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规定，该工程未被确定为抽查对象。 

公司历来高度重视厂区的消防安全，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确定

了公司总经理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严格落实

班组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同时，公司定期组织学习消防知

识及消防安全演练、要求熟练使用消防器材，杜绝消防安全隐患。 

公司股东出具《承诺函》，承诺：若公司因未办理消防备案，而被主管部

门处以罚款、停业整顿、拆除以及公司因使用未消防备案房屋导致公司搬迁、

新建、改造、生产停滞等造成公司的损失，本人/本公司将无条件连带承担全部

责任。 

2017 年 11月 30 日，海宁市消防大队出具《证明》，公司从 2015 年 1月 1

日至今，能够遵守消防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存在因违反消防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而受到公安消防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在申报前公司的主体生产厂房和子公司租赁的房产已办理

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未办理消防备案的厂房为公司的辅助性用房，仅占总

建筑面积的 4.66%；另外，消防主管部门出具《证明》，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

不存在因违反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公安消防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且

股东出具承诺，若公司因未办理消防备案，而造成公司损失的，股东将无条件

连带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 

14、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曾）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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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摘牌的，请公司提交摘牌证明文件，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

核查摘牌程序是否符合相关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要求；尚未摘牌的，请暂停转让。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期间的以下事项并

发表明确意见：（1）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

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公司股权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投

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是否少于 5个交易日；权

益持有人累计是否超过 200 人。（2）公司股票是否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

行情形，公司股权是否清晰。（3）公司本次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出挂牌

申请，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

条约束的情形。（4）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的挂牌条件。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回复： 

经查询浙江股权交易中心（https://www.qhee.com/）、天津股权交易所（http：

//www.tjsoc.com/）、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http://www.china-see.com/index.do）

等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网站，查阅工商档案资料并访谈公司股东可知，公司未曾

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公司出具《声明》：公司自成立以来未曾在任何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亦

未与任何股权登记机构存在股权登记托管关系，我公司承诺前述说明无任何隐瞒、

疏漏或偏差之处，且不存在任何误导性陈述，如我公司前述声明、保证与事实不

符，我公司愿意对由此引发的额一切法律后果负责，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曾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七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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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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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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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字页)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  杰                             经办律师：杨 斌             

                                                                

 

                                                     胡 杰             

 

                                                     

章 敏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