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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公司、申格电子、股份公司 指 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格有限、有限公司 指 黄山申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挂牌 指 
股份公司本次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转让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申格 指 上海申格磁电器材有限公司 

皮克顿 指 上海皮克顿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睿智电子 指 睿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泰格 指 上海泰格磁电有限公司 

九龙管委会 指 黄山九龙低碳经济园区管委会 

国元证券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容诚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水致远 指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次挂牌的经办律师 

《审计报告》 指 容诚出具的容诚审字[2021]230Z0340号 

《评估报告》 指 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020340号 

《验资报告》 指 容诚出具的会验字[2020]0626 号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国元证券出具的《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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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必备条款》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 

《基本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标准指

引》 

报告期 指 2019年度、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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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 

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法律意见书 

皖天律证字 2020第 00803号 

 

致：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及其相关配套

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申格电子的委托，指派本所王鑫磊、吕光

律师作为申格电子本次挂牌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参与申格电子本次挂牌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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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格

电子本次挂牌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和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日以前申格电子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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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格电

子提供的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断，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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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隐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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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有赖于政府有关部门、申格电子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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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本次挂牌所需的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并愿意对本法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所律师仅对申格电子本次挂牌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申格

电子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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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

的适当资格。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申格电子为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申格电子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2021 年 1 月 20 日，申格电子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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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等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2021年 2月 10日，申格电子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决议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申格电子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的授权范围和程序合法有效。申格电子申请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已获得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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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申格电子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除尚需获得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出具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外，已取得现阶段所有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申格电子系由申格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申格电子目前持有黄

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100058014144XB（1-1）的《营业执照》。因此，申格电子系依法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是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前身已通过了自设立以来

的历次工商年检，已持续经营两年以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未发生任何破产、解散和被责令关闭

等事宜，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未出现被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系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未出现根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申格电子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申格电子前身系申格有限，申格有限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7

月 29 日，申格有限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申格电子，并取得黄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信用代码：9134100058014144XB

（1-1））。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系依

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公司且已存续满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符合《业务规则》

第 2.1条第（一）项及《基本标准指引》第一条之规定。 

（二）申格电子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1、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 及公司确认，公司主营业务为薄膜电容器生产

和销售。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质检、工商要求。 

2、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

主营业收入分别为 39,846,207.02 元和 48,115,750.72 元，分别占营业收入的

99.17%和 99.13%，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3、根据公司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事由。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的业务明确，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二条第（三）项及《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和高级

管理层，并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

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公司治理

制度，申格电子的重大决策也经过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内部事务分工明确。 

2、根据申格电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声明及政府部门出具的合法合规证明，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

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4、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其执行的相关会

计政策能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公司治理机

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三条及《业务规则》第 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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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的规定。 

(四) 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申格电子及其股东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的股权结构清晰、

权属分明、合法合规、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不

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2、根据申格电子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及其前身申格

有限的设立、历次股权变动及申格电子本次股票发行均依法履行了必要内部决

议、审批程序，公司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 36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2）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截止到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股权清晰，

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四条及《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申格电子已聘请国元证券担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并已签订《推荐挂牌与

持续督导协议书》，委托国元证券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主办券商，负责推荐

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持续督导。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截止到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已与国元证

券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五条及《业务

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已具备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四、申格电子的设立 

根据公司的提供的工商资料，申格电子成立于 2020年 7月 29日，系申格有

限按照账面净资产折股设立的，其具体的设立程序和方式如下： 

（一）股东会决议  

2020 年 7月 10日，申格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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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原有限公司 2019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

账面净资产值 22,344,698.94 元，按 1:0.2238 的比例折股形成股份公司注册资

本，折股后股份公司的总股本为 5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

剩余净资产额全部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全体股东以其各自在申格有限注册资

本中所占的比例，对应占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比例。  

（二）发起人协议  

公司全体发起人于 2020年 7月 10 日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协议各方对

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设立的方式和组织形式，资产投入及股本结构，发

起人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三）股改《审计报告》  

2020 年 6 月 8 日，容诚出具编号为容诚审字【2020】230Z3115 号的《审计

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申格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2,344,698.94

元。  

（四）资产评估报告  

2020 年 6 月 8 日，中水致远出具了编号为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20340

号的《评估报告》，根据该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申格

有限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31,699,400 元。  

（五）验资报告  

2020 年 7月 10日，容诚出具编号为会验字[2020]0626 号的《验资报告》，

申格电子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申格有限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改制基准日）

止的净资产人民币 22,344,698.94元缴纳，并按照 1：0.2238 比例折合股本人民

币 5,000,000.00 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止，申格电子

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出资方式为净资产。 

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设立过程中履行了审计、评估、验

资等必要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创立大会  

2020 年 7月 10日，申格电子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发起人代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表共 2名出席了创立大会，代表股份 500万股，占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工作情况的报

告》、《关于发起人以黄山申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净资产作价抵作股款的审核报

告》、《关于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费用的报告》、《关于设立黄

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事宜的议

案》、《关于自审计基准日至公司设立之日之间产生的损益由整体变更后的股份

公司享有和承担的议案》等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申格电子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及第

一届监事会监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创立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所议事项、决议内

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工商登记  

2020 年 7月 29日，黄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公司核发《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100058014144XB（1-1）。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为：

电容器、电容柜、永磁电机、磁性材料、光电测试仪及其它元器件研发、生产、

销售；太阳能应用产品、电容器用金属化薄膜及其它零部件生产、销售。模具和

塑胶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规定禁止经营、指定经营和限制经营的特殊商品和技术除外）。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设立的

程序和方式符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申格电子的独立性 

（一）申格电子的业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的主营业务为薄膜电容器的制造和销售。申格电

子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拥有与上述经营相适应的技

术、管理人员，具有与其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场所，因此，申格电子具备独立完整

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同时申格电子的所有业务均独立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与上海申格、睿智电

子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但上海申格已不再从事薄膜电容器的生产和销售、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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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公司挂牌后选择合适时机将睿智电子出售给公司；公司已

经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其同业竞争规范措施充分、合理，并得到有效执

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除上述情形以外，申格电子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以及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二）申格电子的资产独立完整  

1、申格电子系由申格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申格有限的各项资产由申格电子

依法承继，保证了申格电子资产的完整。  

2、根据申格电子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持续经营多年，

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结构，具有与经营有关的配套设施，其所有资产，包括但不

限于办公设备、运输设备等固定资产及资质等无形资产均独立完整。  

（三）申格电子的人员独立  

1、申格电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或任免符合法定程序，应

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监事由申格电子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长由申格电子 

董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

由申格电子董事会聘任，不存在股东越权任命的情形。  

2、根据申格电子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申格电子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3、经申格电子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拥有独立于股东或其他关联 

方的员工，并按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签署了劳动合同，制定了有关 

劳动、人事、薪酬制度。申格电子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完全独立于关联企业。 

（四）申格电子的财务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

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2、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在银行开设了独立的银行账户，基本账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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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银 行 为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黄 山 黎 阳 支 行 ， 账 号 为

34001698508053001370 ，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3、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现合法持有黄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100058014144XB（1-1），依法独立进行纳

税申报和履行纳税义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

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等规定无需另行办理股份公司税务登记

证。  

（五）申格电子的机构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已设置了人事行政部、财务部、供应部、技

术部、质量部、研发部等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2、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具有独立的办公机构和场所，不存在与股东

单位混合办公情形。  

3、申格电子已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

构，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形。申格

电子的组织结构如下： 

 

 （六）申格电子自主经营能力和其他方面独立性 

申格电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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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具有充分的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且不存在独立性方 

面的其他缺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和资产等方面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依赖关联方的情形，公 

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 

六、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申格电子的发起人和股东  

申格电子共有 2名发起人，为申格电子现有全部股东，其中 1名系法人股东，

另 1名系合伙企业股东。自整体变更设立申格电子以来，两名发起人股东的持股

数、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发起人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申格磁电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申格持有申格电子 72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0%，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申格磁电器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073374356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永新路 1138 号 1幢 

法定代表人 张宏远 

注册资本 60万美元 

成立日期 1996年 12月 22日 

营业期限 2025年 12月 21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

询（市场调查除外）；会务服务；展示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张宏远 57万美元 57万美元 货币 95% 

部荣娇 3万美元 3万美元 货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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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始终为上海申格，未发生变化。 

（2）上海皮克顿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皮克顿系申格电子董事长张宏远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设立的有限合伙，皮克

顿持有申格电子 8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 

名称 上海皮克顿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64Y7D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永新路 1138号 5幢 2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宏远 

注册资本 1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 12月 19日 

营业期限 2058年 12月 18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张宏远 
135万元人

民币元 

135万元人

民币元 
货币 90% 

陈雯郁 
15万元人

民币 

15万元人

民币 
货币 1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的全体发起人股东均合法、有效存续。申

格电子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或任职单位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

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人的资格并进行出资持股的主体资格。 

（二）申格电子发起人的人数、住所  

申格电子的发起人共有 2名，地址均在中国境内。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

发起人的数量、地址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起人投入申格电子的资产  

申格电子系申格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申格有限以其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按一定比例折成 500 万股作为申格电子的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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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每股面值为 1元人民币，净资产余额部分转为申格电子的资本公积金；各发

起人以合法持有的申格有限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对申格电子的出资，并折为

申格电子的股份。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各发起人投入申格电子的资产权属清晰，

该等投入不存在法律障碍。申格电子设立后，原申格有限的资产、债权、债务均

由申格电子承继，申格电子已合法拥有各发起人投入的资产，不存在法律障碍或

风险。 

（四）申格电子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申格直接持有申格电子 720万股股份，占

申格电子总股本的 90%，为申格电子的控股股东。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工商档案、公司章程、控股股东的持股及申格电子和其前身股东

（大）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运作情况，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的实

际控制人为张宏远、陈雯郁、部荣娇，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申格持有申格电子 720 万股，持股比

例为 90%；皮克顿持有申格电子 80万股，持股比例为 10%；张宏远和部荣娇分别

持有上海申格 95%和 5%的股权，张宏远和陈雯郁持有皮克顿 90%和 10%的财产份

额，张宏远与部荣娇系母子关系，张宏远与陈雯郁系夫妻关系，因此，张宏远、

陈雯郁、部荣娇系申格电子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宏远、陈雯郁、部荣娇始终作为申格电

子的实际控制人，对申格电子及其前身申格有限的股东大会（股东会）决议产生

实质性影响，对董事、监事的提名及任免也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申格认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的依据充分，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张宏远、陈雯郁、部荣娇被认定为公司的共同

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充分，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海申格作为申格

电子的控股股东，报告期内没有发生变更。 

（五）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及其控股股东上海申格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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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等网站以及主要搜索引擎进

行信息检索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合法合规。 

（六）关于申格电子股东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事项的核查  

根据申格电子的工商档案资料、股东身份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申格电子现有股东分别为上海申格和皮克顿，上海申格系法人股东，皮克顿系合

伙企业股东。该两名股东均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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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七）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之间无相互持股情况。上海申格和皮

克顿皆系实际控制人张宏远、陈雯郁、部荣娇控制的企业。张宏远系上海申格执

行董事也是皮克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上述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 

七、申格电子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申格有限的设立 

1、2011年 08月 11日公司设立 

（1）提交设立申请 

2011 年 7月 11日，申格有限向黄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申请书，并于同日取得黄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了（黄）登记名预核准字

【2011】第 1023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股东会决议 

2011 年 8 月 9 日申格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确认申格有限唯一股东上海申

格磁电器材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已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已全部到位，决定申格

有限经营期限为长期；选举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张毓麟（张宏远的曾用名），任

期三年，可连选连任；选举监事为张世铎，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3）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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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正达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皖天会验字【2011】第

406号验资报告。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万元。

《验资报告》验证截止 2011年 8月 10 日止公司已收到上海申格磁电器有限公司

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4）申格有限设立时基本情况 

2011 年 8月 11日，黄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申格有限核发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企业名称：黄山申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安徽省黄山市九龙低

碳经济园区内，法定代表人：张毓麟（张宏远的曾用名），注册资本：3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投资研发，生产、销售各种电器，电容柜、

永磁电机。磁性材料，光电测试仪及其它元器件。生产、销售各类太阳能应用产

品、电容器用金属化薄膜次及其他零部件项目（以工商核定为准）。 

（5）申格有限设立时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申格磁电

器材有限公司 
货币 300 300 100 

合计 300 300 100 

（二）申格有限第一次股权变更（增资） 

2019 年 11 月 7 日，申格有限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同意将

申格有限的注册资本从 300万元增加至 5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00万元由上海

申格和皮克顿出资认购；上海申格认购 150 万元，皮克顿认购 50 万元。同意通

过新的章程。 

2019 年 11 月 8日，容诚出具的会验字 2019【8322】号《验资报告》载明，

截至 2019 年 11 月 7日，公司已收到上海申格和皮克顿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00

万元。 

2019 年 11 月 11 日，经黄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申格有限完成了此次

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领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后，申格

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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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申格磁电

器材有限公司 
货币 450 450 90 

2 

上海皮克顿企

业咨询合伙企

业 

货币 50 50 10 

合计 500 500 100 

 

（三）申格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1、2020年 7月 29日，申格电子设立 

申格电子由申格有限于 2020年 7 月 29日整体变更设立，具体设立程序及相

关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申格电子的设立”。 

基于上述事实，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申格电子股东历次出资均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进行缴纳，股东历次出资真

实，认缴出资均足额到位；历次出资所履行的程序、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均符合

当时有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出资瑕疵情形。  

2、申格电子自整体变更设立至今不存在增减注册资本情形，其前身申格有

限发生过增资行为，不存在减资情形。申格有限前述增资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决议、外部工商登记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3、申格电子自整体变更设立至今未发生股权转让行为，其前身申格有限历 

次股权转让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工商登记手续，历次股权变动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4、申格电子股权清晰，公司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纠纷。根据申格电子股东

承诺和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股东所持有申格电

子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情形，也不存在被冻结及其它争议情况。  

(四)申格电子第一次股权变更（增资） 

2020 年 12 月 5 日，申格电子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同意

将申格电子股本由 500万股增至 800 万股。本次认购价格为 1元/股，新增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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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股本分别由上海申格认购 270万股，皮克顿认购 30万股。 

2020 年 12 月 11 日，容诚出具的会验字【2020】230Z0287 号《验资报告》

载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已收到上海申格和皮克顿缴纳的新增注册

资本 300 万元。 

2020 年 12 月 25 日，经黄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申格电子完成了此次

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领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后，申格

电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持股数（万） 出资比例（%） 

1 
上海申格磁电器

材有限公司 
货币 720 90 

2 
上海皮克顿企业

咨询合伙企业 
货币 80 10 

合计 800 

500 

100 

 

八、申格电子的业务  

（一）申格电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根据申格电子《营业执照》，申格电子的经营范围为电容器、电容柜、

永磁电机、磁性材料、光电测试仪及其它元器件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应用

产品、电容器用金属化薄膜及其它零部件生产、销售。模具和塑胶产品的设计、

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禁止经营、指

定经营和限制经营的特殊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的经营范围已取得登记机关的批准，且履

行了法定程序，公司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申格电子取得的业务许可或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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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机关 颁发日期  有效期 

1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GR201834000579 

安徽省科学技术

厅、安徽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

据安徽省税务局 

2018年 7

月 23日 
三年 

2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U919120E30146R0M 

IFA、UKAS、北京

大陆航星质量认

证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 4

月 2日 
一年 

3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U919120S30132R0M 

UKAS、北京大陆

航星质量认证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

月 2日 
一年 

4 
《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评定证书》 

CSAIII-00819111MS

0016501 

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科技开发服

务中心 

2019年 1

月 21日 
三年 

5 
《CQC产品认证

证书》 
CQC20024237930 

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 

2020年 2

月 18日 
/ 

6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02862823 / 

2020年 9

月 8日 
/ 

7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报关单位

注册登记证书》 

3409960464 
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山海关 

2013年 6

月 25日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具备开展其经营业务所需要的相关登记和资 

质，不存在需要取得主管部门前置性审批、批准、许可或取得其他机构、部门的

特许经营许可的情形，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公司

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申格电子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未在中国大陆之外设立机 

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申格电子设立至今，主营业务为薄膜电容器的生产和销售，其生产经

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

质量、安全等要求。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业务明确。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存在依 

据《公司法》第 180条规定解散的情形，也不存在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破

产申请等情形，主要生产经营资产未出现被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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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申格电子有效存续，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申格电子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1、控股股东 

申格电子的控股股东为上海申格。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发

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2、实际控制人 

申格电子的实际控制人系张宏远、陈雯郁、部荣娇。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正文之六“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3、除控股股东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皮克顿持有申格电子 10%的股份。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发

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备注 

张宏远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 

陈雯郁 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 
张宏远的配偶，持有皮

克顿 10%的财产份额 

部荣瓒 公司总经理、董事 张宏远的舅舅 

部荣娇 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 
张宏远的母亲，持有上

海申格 5%的股权 

 杨霞萍      公司董事 / 

李先俊 公司副总经理 / 

钱海萍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 

袁梅梅 监事 / 

申洁 监事 / 

陈文龙 职工监事 / 

5、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的公司 

公司董事部荣娇设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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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睿智电子 

睿智电子系部荣娇在台湾设立的公司，其持有睿智电子 100%的股权，现任

睿智电子的法定代表人。 

名称 睿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桃园市芦竹区南兴里南昌路 63号 19楼 

法定代表人 部荣娇 

注册资本 50万新台币 

成立日期 2013年 12月 27日 

经营范围 

F106030模具批发业、F113010机械批发业、F113030精密仪器批发业、

F113050电脑及事务性机器设备批发业、F113070电信器材批发业、

F1139010电子材料批发业、F401010国际贸易业、I501010产品设计业、

ZZ99999除许可业务外，得经营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业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部荣娇 50 万新台币 货币 100% 

 

（2）上海泰格 

上海泰格系部荣娇设立的公司，持有上海泰格 100%的股权，部荣娇与张宏

远现任该公司的董事。 

名称 上海泰格磁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07378093M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澄浏路 359号 

法定代表人 屠孝雯 

注册资本 20万美元 

成立日期 1997年 09月 04日 

营业期限 2029年 09月 03日 

经营范围 
生产磁性电子元器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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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部荣娇 20万美元 20万美元 货币 100% 

 

（二）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担保的情况。 

2、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发生额 2019年度发生额 

上海申格 接受劳务 1,010,613.24 297,169.83 

睿智电子 采购设备 - 946,425.00 

②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发生额 2019年度发生额 

上海申格 销售商品 - 8,034,222.07 

睿智电子 销售商品 2,432,232.00 1,625,993.83 

2、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元 

 出租方 

名称 

产租赁资种

类 
2020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2019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部荣娇 房屋 360,000.00 180,000.00 

 陈雯郁 房屋 180,000.00 - 

3、关联方资金拆借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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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科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 1月 1日 本期增加 
其中：资金占 

用利息 
本期减少 2020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付款 

上海申格 3,238,613.28 258,486.85 118,792.05 
3,453,333.2

2 
43,766.91 

部荣娇 2,009,910.89 39,422.04 39,422.04 
2,049,332.9

3 
- 

2019 年度 

单位：元 

科目名称 关联方 2019年 1月 1日 本期增加 
其中：资金占 

用利息 
本期减少 2019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付款 

上海申格 3,112,537.19 
134,247.1

9 
129,591.32 8,171.10 3,238,613.28 

部荣娇 2,413,101.68 96,809.21 96,809.21 
500,000.0

0 
2,009,910.89 

4、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 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上海申格 - - 955,877.20 38,235.09 

应收账款 睿智电子 812,968.89 24,389.07 320,272.53 9,608.18 

(2) 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 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应付账款 上海申格 635,330.24 635,330.24 

应付账款 部荣娇 - 180,000.00 

其他应付款 上海申格 43,766.91 3,238,613.28 

其他应付款 部荣娇 - 2,009,910.89 

经核查，申格有限未建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上述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经申

格电子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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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格电子采取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1、整体变更设立申格电子前，有限公司阶段未建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整

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为规范运作，申格电子已在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黄山

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明确了关联交易审批权限、表决、决策程序等均作出明

确规定。  

2、申格电子的股东上海申格及皮克顿就关联交易事项作出书面承诺： 

（1）本承诺出具后，本公司将尽可能避免与申格电子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

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

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3）本公司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申格电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申格电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就关联交易事项均出具书面承

诺： 

（1）本承诺出具后，本人将尽可能避免与申格电子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严格遵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

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

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3）本人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申格电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人有关关联交易承诺将同样适用于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

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等重要关联方，本人将在合法权限内促成上

述人员履行关联交易承诺。 

4、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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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股东利益行为的发生，公司已经在《公司章程》、《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于防范关

联方占用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作出了明确规定。 

5、2021年 3月 2日，申格电子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认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

易进行追认，上述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不存在任何

争议或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申格电子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 

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 

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目前，公司已经建立规范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并已经得 

到切实履行。 

（三）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情况 

（1）上海申格与申格电子之间存在同业竞争。 

经核查，上海申格的电容器生产业务持续至 2018年 8 月，电容器销售业务

持续至 2019年 9月，并且报告期内上海申格与申格电子经营范围存在相似性。 

（2）睿智电子与申格电子之间存在同业竞争。 

经核查，睿智电子其经营范围与申格电子存在相似性，且睿智电子一直采购

申格电子生产的电容器进行销售。但申格电子在台湾地区没有其他客户，而睿智

电子本身并不生产电容器，且其仅在台湾地区内进行电容器的销售，其销售范围

域与申格电子不重叠。 

2、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 

（1）上海申格与申格电子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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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月，上海申格将生产设备及相关材料出售给了申格电子，自此，

上海申格不再从事电容器生产，2019 年 9月之后上海申格也不再进行电容器销

售。为彻底避免同业竞争，申格电子采取如下措施： 

①2020 年 12 月，申格电子设立了上海分公司，2021年 2月起陆续将在上海

申格从事研发、销售、管理等相关人员转入申格电子上海分公司。 

②为避免经营范围上的相似性，上海申格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目前其经营范

围与申格电子不再具有相似性。 

（2）睿智电子与申格电子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 

为解决睿智电子与申格电子同业竞争问题，睿智电子实际控制人部荣娇出具

承诺，其承诺在申格电子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寻合适时机将睿

智电子全部股权转让给申格电子。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日后发生潜在同业竞争，申格电子全体股东及董、监、高都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

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申格电子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申格电子之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将立即通知申格电子，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申

格电子。不向其业务与申格电子之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个人

提供技术信息、工艺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

未被遵守，将向申格电子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技术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但申格电子及其关联方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同业竞争情

况；且其同业竞争规范措施充分、合理，并得到有效执行，不会影响申格电子的

经营。 

十、申格电子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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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动产权证： 

序号 土地证号 土地坐落 土地用途 权利类型 使用期限 面积（㎡） 
他项

权利 

1 

皖 2020黄

山市不动产

权第

0019736号 

黄山九龙

低碳经济

园区 1号

厂房 

 

 

工业用地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房屋

（构筑物）

所有权 

2011.11.1

1-2061.11

.10 

宗地面积：

6058.55房

屋建筑面

积 8870.81 

无 

2 

皖 2020黄

山市不动产

权第

0019669号 

屯溪区奕

棋镇，九

龙低碳经

济园区，

凤山路北

侧，市粮

食储备库

西侧 

工业用地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 

2014.10.1

-2064.10.

10 

宗地面积

3935.1 
无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存在以下建筑物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序号 位置 面积 利用状况 

1 1号厂房东侧 300㎡ 用于员工食堂 

2 1号厂房东侧 800㎡ 用于临时仓库 

合计 1100㎡ / 

2011 年 7月 22日，由上海申格与黄山市屯溪区政府人民政府签订了《申格

电子项目入园协议》，协议约定了房产过户事宜，但在实际办理过户过程中发现，

该两处房产因时间久远，建筑单位已不存在，该房产证无法办理至申格电子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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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8年 8 月 29日，申格电子与九龙管委会达成补充协议，该两处房产由

申格电子在三年内予以重建，九龙管委会协助申格电子办理产证。 

2021 年 1月 19日，黄山市屯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证明》：“黄山

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申格电子”），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九龙低碳

经济园区凤山路 1号。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至今，申格电子房屋登记和使用状

况符合有关房地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不存在违规改扩建房屋

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有关房地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

存在违规改扩建房屋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有关房地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我局处罚的情形。 

实际控制人承诺：“本人将协助公司完成未办理产证建筑物的重建，如因未

办证建筑而被主管机关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的，本人均以现金形式向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以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办证建筑系员工食堂及临时仓库用途并非实际生产场

所，虽未办理建设规划、审批手续及房屋产权证书，存在法律瑕疵，但行政主管

机关出具《证明》认定公司不存在违反国家房地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申格电子已准备对该未办证建筑进行重建且实

际控制人承诺对因此给申格电子造成的处罚承担责任。因此，上述情况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房屋租赁 

根据申格电子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申格电子房

屋租赁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人 出租人 坐落位置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1 申格有限 

黄山市屯溪区德

鑫产业园运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市屯溪区九龙低

碳经济园区凤山路 12

号科创园 1#厂房 2层 

5137.28 ㎡ 
2018.06.01- 

2021.05.31 

2 申格有限 陈雯郁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

业园区月廊街 8号 2幢

2305室 

172.6㎡ 
2020.01.01-

2021.12.31 

3 申格有限 部荣娇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

路 1390弄 6号 501室 
228.74 ㎡ 

2019.07.01-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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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就前述租赁，租赁双方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且出租方系房屋 

产权人或合法出租方，租赁行为合法有效。经核查，除上述租赁房屋情形外，申

格电子不存在租赁其他单位或个人房屋的情形。 

（三）知识产权 

1、专利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根据申格电子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核查，申格

电子取得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时间 授权时间 专利权人 

1 
增大有效面积的

电容器防爆薄膜 

ZL 

201520121083.X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0

3 
申格电子 

2 
双芯子交替防高

温电容器 

ZL 

201520121089.7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0

3 
申格电子 

3 
散热改进的薄膜

电容器 

ZL 

201520121168.8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0

3 
申格电子 

4 
一种方型聚丙烯

电容 

ZL 

201520121074.0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0

3 
申格电子 

5 
一种金属化薄膜

均匀展平支架 

ZL 

201520122256.X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0

3 
申格电子 

6 
金属化薄膜夹具

及电阻测试装置 

ZL 

201520122257.4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2

4 
申格电子 

7 
多点式金属化薄

膜电阻测试支架 

ZL 

201520121729.4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2

4 
申格电子 

8 
一种金属化薄膜

电阻测试支架 

ZL 

201520121586.7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2

4 
申格电子 

9 
金属化薄膜表面

电阻检测头 

ZL 

201520121560.2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2

4 
申格电子 

10 
一种防爆薄膜电

容器 

ZL 

201520121170.5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2

4 
申格电子 

11 
一种内置支架型

聚丙烯电容 

ZL 

201520121167.3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2

4 
申格电子 

12 

金属化薄膜表面

电阻对比测试装

置 

ZL 

201520121793.2 
实用新型 

2015.03.0

2 

2015.06.2

4 
申格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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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种电容器端盖 
ZL 

201521118900.2 
实用新型 

2015.12.3

0 
2016.07.6 申格电子 

14 
一种可变电容组

合箱 

ZL 

201521125865.7 
实用新型 

2015.12.3

1 

2016.08.1

7 
申格电子 

15 
一种重力接触耐

压测试装置 

ZL 

201721225024.2 
实用新型 

2017.09.2

2 

2018.04.1

0 
申格电子 

16 
一种少紊流喷金

盘 

ZL 

201721225022.3 
实用新型 

2017.09.2

2 

2018.04.1

0 
申格电子 

17 
电容耐压分选一

体机 

ZL 

201721225021.9 
实用新型 

2017.09.2

2 

2018.04.1

0 
申格电子 

18 双工位锡焊机 
ZL 

201721224250.9 
实用新型 

2017.09.2

2 
2018.4.10 申格电子 

19 
一种耐擦伤电容

器壳体 

ZL 

201721243068.8 
实用新型 

2017.09.2

6 

2018.04.1

0 
申格电子 

20 

一种长寿命组合

电容器喷金用除

尘机 

ZL 

201721243067.3 
实用新型 

2017.09.2

6 

2018.04.2

7 
申格电子 

21 
一种大电流电源

电容器 

ZL 

201721242039.X 
实用新型 

2017.09.2

6 

2018.04.1

0 
申格电子 

22 
一种柔性连接防

爆电容器 

ZL 

201721243838.9 
实用新型 

2017.09.2

6 

2018.04.2

7 
申格电子 

23 
一种可透视耐磨

电容器 

ZL 

201721243069.2 
实用新型 

2017.09.2

6 

2018.08.2

1 
申格电子 

24 一种电容器外壳 
ZL 

201821876841.9 
实用新型 

2018.11.1

4 

2019.08.1

3 
申格电子 

25 
带防爆装置的滤

波电容器 

ZL 

201610877374.0 
发明 2016.10.9 

2018.06.1

9 
申格电子 

26 
一种长寿命小容

量防爆电容器 

ZL 

201822252309.6 
实用新型 

2018.12.2

9 

2019.09.2

0 
申格电子 

27 

一种柔性高结合

性环氧树脂电容

器 

ZL 

201822256458.X 
实用新型 

2018.12.2

9 

2019.09.2

0 
申格电子 

28 

一种具有防爆功

能端盖的电源用

直流电容器 

ZL 

201822256455.6 
实用新型 

2018.12.2

9 

2019.09.2

0 
申格电子 

29 一种落位居中的

金属化薄膜电容

ZL 

201920562539.4 
实用新型 

2019.04.2

3 

2019.11.2

2 
申格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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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30 

一种 PCB板用金

属化薄膜塑料外

壳电容器 

ZL 

201920562582.0 
实用新型 

2019.04.2

3 

2019.11.2

2 
申格电子 

31 

一种环氧树脂灌

封金属化薄膜干

式电容器 

ZL 

201920562160.3 
实用新型 

2019.04.2

3 

2019.11.2

2 
申格电子 

32 
一种圆弧底方形

外壳防爆电容器 

ZL 

201920562538.X 
实用新型 

2019.04.2

3 

2019.11.2

2 
申格电子 

33 

一种金属化薄膜

铝壳防爆复合电

容器 

ZL 

201920562537.5 
实用新型 

2019.04.2

3 

2019.11.2

2 
申格电子 

34 

一种环氧树脂灌

封的干式金属化

薄膜电容器 

ZL 

201920570595.2 
实用新型 

2019.04.2

3 

2019.11.2

2 
申格电子 

35 

一种电力电容器

外壳低压注塑方

法 

ZL 

201711399470.X 
发明 

2017.12.2

2 

2020.03.2

4 
申格电子 

申格电子正在申请的专利，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时间 专利权人 

1 

电容器用高强度芯

子端盖及其焊接装

置和焊接方法 

CN 

201910827619.2 
发明 2019.09.03  申格电子 

2 

易撕电容器热缩袋

及其热熔方法和使

用方法 

CN 

201910827263.2 
发明 2019.09.03 申格电子 

3 

电容器气相沉积负

压镀金装置及其镀

金方法 

CN 

201910827278.9 
发明 2019.09.03 申格电子 

4 

电容器制备用分步

灌胶装置及其灌胶

方法 

CN 

201910827605.0 
发明 2019.09.03 申格电子 

5 
一种马达电容器喷

金工艺 

CN 

201711399469.7 
发明 2017.12.22 申格电子 

6 

一种汽车电驱动电

容器芯子喷金热定

型工艺 

CN 

202010870617.4 
发明 2020.08.26 申格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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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种汽车电驱动电

容器芯子热定型喷

金框夹具 

CN 

202010870583.9 
发明 2020.08.26 申格电子 

8 

一种解决卷绕机卷

绕超薄膜膜褶皱问

题的方法 

CN 

202010869599.8 
发明 2020.08.26 申格电子 

2、商标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根据申格电子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核查，申格

电子取得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类号 注册号 商标图像 权利期限 申请人 取得方式 

1 9 1078308  
2017.08.14-

2027.08.13 
申格有限 受让取得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商标系上海申格无偿转让给申格有限。2018年 12月 5

日该商标已完成变更登记。  

3、域名 

根据申格电子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申格电子无域名。 

4、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不享有软件著作权。  

（四)申格电子的子公司、分公司情况 

经申格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并未设立子公司，仅设立了一家

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MA1GXJHJ9JE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永新路 1138号 5幢 3层 

负责人 张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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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20年 12月 17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容器、电容柜、永磁电机、磁性材料、光电测试仪及其

它元器件的销售；太阳能应用产品、电容器用金属化薄膜及其它零部

件的销售；模具和塑胶产品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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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五）主要固定资产 

根据申格电子提供的资料，申格电子拥有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及其他。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申格电子拥有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14,571,325.67 元。 

（六）资产受限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上述资产系以购买或从原有 

限公司继受等方式取得。因此申格电子合法拥有上述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除

已披露事项外，申格电子对其主要资产的权属明确，使用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

纠纷，亦不存在其他潜在纠纷。除已披露事项外，申格电子的主要资产不存在被

抵押、质押、查封、扣押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限制情形，申格电子对其主要资

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存在重大权利限制。 

十一、申格电子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的重大合同  

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及申格电子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

告期内对申格电子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1、采购合同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 合同期限 履行情况 

1 
浙江南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金属膜 框架协议 2018.7.13-2021.7.13 正在履行 

2 
苏州渝沪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环氧 框架协议 2018.7.13-2021.7.13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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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徽省宁国市海

伟电子有限公司 
金属膜 框架协议 2018.7.13-2021.7.13 正在履行 

4 
台州豪达机电有

限公司 
金属膜 框架协议 2018.7.13-2021.7.13 正在履行 

5 
宁国市华捷电器

材料有限公司 
电线 框架协议 2018.7.13-2021.7.13 正在履行 

6 
绍兴市博衍电器

配件有限公司 
焊锡丝 框架协议 2019.2.15-2022.2.15 正在履行 

7 
安徽赛福电子有

限公司 
金属膜 框架协议 2019.2.15-2022.2.15 正在履行 

 2、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 销售金额 合同期限 履行情况 

1 

The 

Chamberlain 

Group Inc.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20.5.14-2025.5.13 正在履行 

2 睿智电子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9.1.1-2020.12.31 履行完毕 

3 宁波杜亚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9.6.1-2021.5.31 正在履行 

4 杭州微光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20.1.1-2020.12.31 履行完毕 

5 常州迈勒机械

电子有限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8.10.1-2020.9.30 履行完毕 

6 益而益（集团）

有限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8.9.14-长期 正在履行 

7 
江西百胜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20.1.1-2020.12.31 履行完毕 

8 
福建万达电机

有限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8.1.1-2020.12.31 履行完毕 

9 上海申格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8.1.2-2020.12.31 履行完毕 

10 
宁波杜亚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7.6.1-2019.5.31 履行完毕 

11 
杭州微光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电容器 框架协议 2018.5.1-2019.12.31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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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对申格电子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销售及采购合同主要采用的是

框架协议模式，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用订单对具体产品进行采购和销售。 

3、借款合同 

经核查，报告期内，申格电子履行的借款金额 200万元以上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号 贷款人 借款人 贷款金额 合同期限 担保情况 履行情况 

1 

黄山屯溪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弈棋

支行 

申格有限 2,000,000 
2017.02.22- 

2020.02.22 

申格电子

以土地使

用权作为

抵押、张宏

远及上海

申格提供

连带责任

保证 

已归还 

经核查，上述合同存在以申格有限的名义签订的情形，鉴于得申格电子系由

申格有限整体变更而来，依法承继申格有限的债权债务，申格电子履行相应合同

没有法律障碍。  

4、抵押合同 

经核查，报告期内，申格电子履行的抵押合同如下： 

序号 抵押权人 抵押人 
合同名称

及编号 
主合同编号 

最高债权

金额（万

元） 

抵押物 
履行情

况 

1 

黄山屯溪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弈棋支行 

申格有限 

最高额抵

押合同

（弈棋支

行最高额

抵字第

20170043

号） 

弈棋支行流

借字第

20170043

号、弈棋支

行农商银承

字第

20170043

号） 

545 

土地使

用权 

履行完

毕 

 

（二）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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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所核查，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发生

的侵权之债。 

（三）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其他

应收款为 7,096.99 元，其他应付款为 844,366.18元。经核查，公司其他应收、

其他应付款均系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相关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明确，合法有

效。  

十二、申格电子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申格电子设立以来，申格电子无合并、分立、减少注册 

资本、重大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但发生过增资的行为。增资具体情况详见本

法律意见书“七、申格电子的股本及演变”。申格电子上述增资扩股行为，符合

当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真实、合法、

有效。 

十三、申格电子的章程制定与修改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章程的制定、修改均已履行了法定程序 

1、2020年 7月 10日，申格电子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黄山申格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共有 12 章 197条，包含总则、经营宗旨和范围、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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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和审计、通知和公告、合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

修改章程、附则等内容。  

2、2021年 2月 10日，申格电子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黄山申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挂牌时适用）>的议案》，该章程将自

申格电子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施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施行的

《公司章程》系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要

求修订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章程将自申格电子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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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申格电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

规范运作 

（一）公司治理情况  

申格有限设立时有股东会、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只设执行董事一人、监事

一人。股东会、执行董事和监事行使相应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但在具体运

作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之处，主要体现在没有按照章程规定提前进行会议通知，股

东会会议记录缺失等，但有限公司阶段有关增资、经营范围变更、股权转让等重

大事项均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得到了执行。 

申格电子成立后，为积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

公司的规范运作，管理层进一步加强完善公司治理工作。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申格电子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组织机

构，并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该

等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申格电子能严格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各项议事规则分别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共计召开股东大会五次，董事会五次及监事

会两次，并形成完整的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三会运作机制逐步规范。  

（二）申格电子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委托理财等重要事项决策和执行情况 

1、对外担保和关联交易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格电子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申格电子的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申格电子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

争”。为规范关联交易行为，申格电子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和重大投资进行了规定；为了使决策管理落实、更具有操作性，由董事会制定并

经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和《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 

2、委托理财 

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

报告期内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为提高公司自有闲散资金的利用效率，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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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31 日，申格电子持有银行理财产品份额 6,010,417.44 元。具体情

况如下： 

产品名称 类型 期末份额（元） 
首次购买

时间 
处置时间 投资收益（元） 

国元元盈 29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10,417.44 2020.6.16 未处置 / 

2021 年 1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报告期内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的议案》，对公司报告期内利用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理财情况进行追溯确认。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购买理财的数

额属于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符合公司的财务状况，未造成公司资金压力，也未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利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五、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现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  

申格电子现任董事会为第一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5名，成员为张宏远、陈雯

郁、部荣瓒、部荣娇、杨霞萍。董事会成员均由申格电子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张宏远。  

（1）张宏远，男，1979年 11月生，中国台湾人，拥有新西兰国际籍和台

湾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2005年 4 月至 2006年 10月在花旗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任职业务代表。2006年 10月至今就职于上海申格，2016年 12月担任上

海申格董事长兼总经理，2011年 11月至 2020年 7月担任申格有限执行董事，

2020年 7月至今担任申格电子董事长。 

（2）陈雯郁，女，1979 年 8月生，中国台湾人，拥有新西兰国际籍和台湾

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2005年 4月至 2006年 10月在花旗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任职业务代表。2006年 10月至今年就职于上海申格，任职销售顾问。2020

年 7月至今担任申格电子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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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荣瓒，男，1960 年 7月生，中国台湾人，高中学历。1979 年 2月至

1994年 10月担任台湾 HONG LONG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1994 年 11月至 1996

年 8月担任上海曼格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年 9月至 2005年 5月就

职于 Allied Advantage Sdn Bhd，任职总经理。2005年 6 月至 2013年 10月就

职于 AA Group Holdings Ltd，任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3 年 10月至今就职

于申格电子，目前担任总经理。 

（4）部荣娇，女，1955 年 2月生，中国台湾人，高中学历。1973 年 8月至

1991年 9月，自由职业。1991年 10月至 1996年 11月担任上海曼格磁生物工程

公司总经理。1996年 12月至 2011年 12月任职于担任上海申格磁电器材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1 年 12月至今担任上海申格董事。2013年 12 月至今担任睿智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2020年 7月至今担任申格电子董事。 

（5）杨霞萍，女，1973 年 11 月生，高中学历，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93 年至 1995 年就职于上海第三十四棉纺厂，任班长。1998 年至 1999 年

就职于上海新特高有限公司，任职统计员。1999年至 2021 年 1月任职于上海申

格，历任业务员、业务经理、副总经理等，2021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申格电子上

海分公司，任职申格电子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2、监事 

申格电子现任监事会为第一届监事会，共有监事 3名，成员为袁梅梅、申洁、

陈文龙，其中袁梅梅、申洁由申格电子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陈文

龙为职工代表监事，由申格有限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1）袁梅梅，女，1977年 11月生，专科学历，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0年 9月至 2001年 2月就职于昆山意力电路有限公司，任职行政部职员。

2001年 3月至 2021 年 1月就职于上海申格，历任业务员、业务经理等，2021

年 2月至今就职于申格电子上海分公司，任职业务经理。 

（2）申洁，女，1980年 1月生，大专学历，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年 3月至 2021 年 1月就职于上海申格，历任销售员、销售经理等。2021

年 2月至今就职于申格电子上海分公司，任职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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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文龙，男，1988 年 5月生，专科学历，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0年 7月至 2011 年 11月就职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焊接车间实习

工人。2011 年 11 月至 2013年 4月就职于芜湖普泰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任职加

工中心操作员。2013年 5月至 2014年 7月就职于黄山绿色食品城，任职普通职

员。2014 年 4月至今就职于申格电子，任职质量部副经理。 

3、高级管理人员 

申格电子目前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 1名、董事会秘书

和财务负责人 1 名。申格电子现任总经理为部荣瓒，副总经理为李先俊、董事会

秘书和财务负责人为钱海萍，均由申格电子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批准聘任。  

（1）部荣瓒，总经理，详见“董事简历”。  

（2）李先俊，男，1980年 10月生，专科学历，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99年 4月至 2006年 6月就职于正泰集团电容器分公司，任职技术部技术

员。2010 年 7月至 2013年 12月就职于上海申格，任职技术部经理。2013年 3

月至 2020 年 7月就职于申格有限，任职技术部副经理，2020 年 7月至今任申格

电子副总经理。 

（3）钱海萍，女，1989 年 7月生，专科学历，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 7月至 2010 年 7月就职于安徽皖瑞会计事务所（黄山办事处），任职实

习会计。2010年 8月至 2013年 3月就职于黄山欣欣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任职会

计。2013 年 4月至 2020年 7月就职于申格有限，任职财务经理，2020年 7月至

今担任申格电子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 

（二）任职资格、合法合规及竞业禁止  

1、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公司法》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限制的规定，经查阅 

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历及上述人员出具的《声明》，申格电

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情形，能够遵守法律

法规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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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申格电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4 个月没有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记录；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管最近 24个月内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资格，任职合法、有效。  

2、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情况  

部荣娇控制的睿智电子虽然从事电容器销售，但 2019 年之前申格电子并未

与睿智发生业务往来，相关业务皆由上海申格承接。因上海申格于 2019年 9月

之后不在从事电容器的生产及销售，因此相关外销业务陆续由申格电子承接。睿

智电子并不从事电容器生产，但其掌握台湾地区的客户资源，因此为避免销售成

本的增加，申格电子选择继续与睿智电子进行合作。因考虑到相关外销业务的转

移及睿智电子的关联性，2019年 7月，申格有限作出股东决定： 

1、同意上海申格相关销售业务将交由申格有限承接，申格有限管理层应充

分做好相关销售业务的接洽事宜，保证业务转移不影响生产进度。 

2、鉴于睿智电子与上海申格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且睿智电子的客户

资源系申格有限所不具备的，今后申格有限将继续与睿智电子保持合作，但相关

销售价格需与其他外销客户价格保持一致，禁止利益输送。 

因此部荣娇虽为申格电子的董事及睿智电子的负责人，但睿智电子与申格电

子的合作经过了股东的认可，因此不存在公司法第 148条第（五）款的规定的情

形，因此部荣娇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情形。 

根据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

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

定的情形；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收到任何第三方针对申格电子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的关于竞业禁止、侵犯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的诉

讼或仲裁的应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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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

禁止事项而产生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

密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兼

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申格电

子职务 

主要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

关系 

1 张宏远 董事长 

上海申格 董事长、总经理 
持有公司 90%的

股份 

皮克顿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有公司 10%的

股份 

上海泰格 董事  关联方 

2 部荣娇 董事 

睿智电子 董事 关联方 

上海申格 董事 
持有公司 90%的

股份 

上海泰格 董事 关联方 

（四）报告期内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1、董事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申格有限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 1人，由张宏远担任。报告期

内，董事变化如下：  

时间 程序 变动情况 原因 

2020年 7月 10日 
创立大会暨首次

股东大会 

选举张宏远、陈雯郁、部

荣瓒、部荣娇、杨霞萍 

股份公司设立，规范

治理结构 

2、监事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申格有限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人，由张宏远的父亲张世铎担任。

报告期内，董事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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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程序 变动情况 原因 

2020年 7月 10日 
创立大会暨首次

股东大会 

选举袁梅梅、申洁、申格电

子第一届监事会成员，与职

工监事陈文龙共同组成第

一届监事会 

股份公司设立，规

范治理结构 

3、高级管理人员  

报告期初，申格电子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张宏远。报告期内，高级管理人

员变化情况如下：  

时间 程序 变动情况 原因 

2020年 7月 10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 

聘任部荣瓒为总经理、李

先俊为副总经理、钱海萍

为董事会秘书和财务负

责人为钱海萍 

股份公司设立，规范

治理结构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任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系基于公司类型变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原因，未 

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实质影响。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任免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六、申格电子的税务  

（一）申格电子执行的税种及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申格电子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情况如下：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产品销售增加值 16.00、13.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税额 7.00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税额 3.00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税额 2.00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00 

（二）申格电子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补助 

1、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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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容诚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申格电子享

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1）根据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

地方税务局 2018年 7月 24日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号 GR201834000579，

有效期三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三

年内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5%所得税优惠税率。 

(2)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

围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2019 年度，公司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享受

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2、政府补助 

单位：元 

项目 依据文件 金额 2020年度 2019年度 

设备补助

款 

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修订印发《黄山市促进新型工

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黄政办秘[2017]10

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19年黄山市

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

金事后奖补项目的通知； 

2019年黄山市促进新型工业

化发展专项资金事后奖补项

目公示 

1,382,100.00 179,931.29 143,787.08 

稳岗补贴 

关于印发黄山市重点企业、困

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名

单的通知（黄人社秘

[2019]561号） 

关于 2019年屯溪区第一批失

业保险基金支付企业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名单公示、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

政策落实的通知（黄人社秘

[2020]51号）、 

关于屯溪区 2020年第二批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一

次性稳定就业补贴的公示 

923,553.00 137,744.00 768,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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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发

展专项资

金 

《黄山市促进新型工业化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屯溪区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扶持政策暂行规定； 

关于组织申报 2018年度促进

新型工业化发展扶持资金项

目的通知 

475,060.60 475,060.60 - 

市级科技

计划资金 

关于下达黄山市 2019年度科

技计划项目资金的通知（黄科

创[2019]13号） 

200,000.00 200,000.00 - 

小微企业

一次性就

业补贴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

政策落实的通知（黄人社秘

[2020]51号） 

21,000.00 21,000.00 - 

商务局展

会补贴 

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共渡难关的政策措施

（黄政办秘[2020]3号） 

12,000.00 12,000.00 - 

企业扶持

发展专项

资金 

《黄山市促进新型工业化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319,923.80 - 319,923.80 

科技局专

利奖励 
关于报送 2018年区级发明专

利资助的通知 
10,000.00 - 10,000.00 

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

奖励 

关于下达 2018年度区级科技

计划项目及科技奖励资助资

金的通知 

30,000.00 - 30,000.00 

其他  / 7,743.96 1,560.96 6,183.00 

合计 - 

 

1,027,296.85 

 

 

1,278,210.88 

 

（三）申格电子的纳税情况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屯溪区税务局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报告期内，申

格电子遵守国家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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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申格电子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技术

标准 

（一）申格电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保护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薄膜电容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7）， 

公司所属行业为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C3822）；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新版），公司所属行业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C38）；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所属行业为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C3822）；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

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其他电子元器件（17111112）。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号），上市环保核查的重污染行业为火电、钢铁、

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酿造、造纸、发

酵、纺织、皮革。  

申格电子的主营业务为薄膜电容器的生产和销售，不属于上述文件认定的重

污染行业范围。 

（二）环境影响评估手续 

1、2011 年 12 月 1 日，黄山申格取得黄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环建函

[2011]382号《黄山申格电子项目的环保预审意见》，同意按照该项目上报内容

开展有关前期工作。 

2、2015 年 1 月 20 日，申格有限取得了黄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黄环函

[2015]25号《关于黄山申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万只金属化聚丙烯薄膜

电容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从环保角度同意项目建设。 

3、2015 年 3 月 17 日，申格有限取得黄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黄环函

[2015]76号《关于黄山申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万只金属化聚丙烯薄膜

电容器项目试生产的批复》，确定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提出的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  

4、2015年 12月 25日，申格有限取得黄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松环保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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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84 号《关于黄山申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 万只金属化聚丙烯薄

膜电容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同意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5、2018 年 5 月 23 日，申格有限取得黄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黄环函

[2018]136号《关于黄山申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薄膜电容器技术改造项目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项目在原有生产设施的基础上改造使聚乙烯薄膜电容

器生产线产能从 1000万只扩大到 1600 万只。黄山市环境保护局同意申格有限根

据申报的项目规模、性质、地点和拟采取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在建设过程

中严格按照申报内容认真落实“三同时”工作。 

6、2021年 1月 20日，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申格电子 2018 年

以来，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 

（三）产品质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所经营业务已取得相应的质量

管理体系及产品质量认证，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八部分“申格电子的业务”。  

2021 年 1月 20日，黄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申格电子自 2011

年 8月 1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在我局无行政处罚信息。  

（五）安全生产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所

列示的类别，公司无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根据黄山是屯溪区应急管理局出具

《证明》，申格电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安全生产状况符合有关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八、申格电子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根据申格电子提供的劳动合同、员工名册、社保情况说明以及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格电子与全体员工均签订了劳动 

合同或劳务合同，其已经依法在公司所在地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参加了社会保 

险，但申格电子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数与员工总数之间存在差异。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申格电子员工总数为 162 人，公司为 130人缴纳了社会保险。未缴

纳社保人数为 32 人，其中 14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公司与其签署了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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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员工因个人原因未及时办理停保未能在 12 月份缴纳社保，15 名员工为 12

月份新入职员工，1名员工因长期不在国内居住自愿放弃购买社保。除休返聘退

员工外，公司已与全部在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报告期内，申格电子未因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事宜而受到公积金管理

部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处罚，并获得了黄山市屯溪区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局以及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文件。申格电子的实际控制

人已出具承诺函，承诺：“若有权部门依法要求申格电子为员工补缴公司报告期

内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或申格电子因报告期内未为员工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而遭受罚款或损失，承诺方愿承担该等应补缴的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由此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费用，保证申格电子不

会因此遭受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格电子在报告期内缴纳社会保险的人数与公司员工

总数之间的差异确因客观原因所造成，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出具相关合法合规证

明，申格电子未因此而受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并且申格电子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承诺承担应补缴的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和由此产生的滞

纳金、罚款以及公司所受到的损失。因此，申格电子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执

行情况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对本次挂牌产生实质性障碍。 

十九、申格电子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一）根据申格电子的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申格电子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罚案件。根据申

格电子控股股东上海申格、实际控制人张宏远、陈雯郁、部荣娇的声明及本所律

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申格及实际控制人张宏远、陈雯郁、

部荣娇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罚案件。  

（二）根据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公安机关出具的申格

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

师查阅相关诉讼、仲裁网站的公开信息，申格电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案件及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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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对申格电子提供的材料及有关事实审查后认为：申格电子本次

挂牌的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条件，本次挂牌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申格电子本次挂牌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后即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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