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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公司、恒

泰科技
指

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由惠州市恒泰科技有限公司整体

变更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恒泰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曾贤华

发行人及子公司 指
恒泰科技及其纳入本次公开发行主体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部子公

司

恒泰创富 指
惠州市恒泰创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恒泰科技的持

股平台

恒泰创盈 指
惠州市恒泰创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恒泰科技的持

股平台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向发行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526万股

本所 指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编制的《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2020 年度审计

报告》
指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 2020年度财务报

告进行审计并出具的 CAC证审字[2021]0240号 2020年度《审计报

告》

《2021 年度审计

报告》
指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 2021年度财务报

告进行审计并出具的 CAC证审字[2022]0020号 2021年度《审计报

告》

《2022 年第一季

度报告》
指 发行人《2022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民法典》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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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适用指引第 1

号》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

《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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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 指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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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

法律意见书

致：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 2022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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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本法律

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

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题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资料予以了审查和验

证。同时，还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其他法律

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有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问

或讨论。

2. 在前述审查、验证、询问过程中，公司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一

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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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并保证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所提供的文件、材料

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

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3. 对于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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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或人员出具的证明文件。

4.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此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对有

关事实的了解以及对已经公布并生效的法律、法规的理解发表本意见。

5.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

他材料一起上报有关主管部门。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发行而使用，不得

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6.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公司本次发行行为的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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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并以勤勉尽责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和

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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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主体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惠州市工商局于

2020年 8月 1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300694742251D的《营业执

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记载的信息，公司注

册资本为 5,92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曾贤华，住所为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55号

区厂房 2，营业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池、锂离子电芯、电子

产品，电池系统和电池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技术研发、开发、咨询及转让，

货物进出口，房屋租赁。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出具的“股转系统函〔2016〕6176

号”《关于同意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函》，发行人股票于 2016年 7月 28日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开挂牌转让；根

据 “股转系统公告〔2020〕440号”《关于发布 2020年第一批市场层级定期调

整决定的公告》，发行人于 2020年 5月 25日起调整进入全国股转系统创新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恒泰科技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股票已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发行人是否符合《定向发行规则》第九条的规定

1. 关于发行人规范经营的意见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信用中国（h

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http://cfws.s

amr.gov.cn）、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栏（http://www.china

tax.gov.cn/chinatax/c101249/n2020011502/index.html）等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合法规范经营，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不存在被列入环

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

情形，不存在违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2021修订）》



法律意见书

8

相关规定的情况。

2. 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时，已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及全国股转系统相关规定

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并制定《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管理制度，明晰了各

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以确保公司各治理机构合法合规行使职权。

3. 发行人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经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履

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 关于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合法合规性意见，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关于发行

对象合法合规的意见”。

5. 关于发行人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发行人《2020年年度报告》

及《2020年度审计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度审计报告》、《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不存在资

金被占用的情形。

6. 关于发行人及相关主体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核查

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信用中国

（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中国证监会（http://www.cs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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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府部门公示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无控股股东，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等相关主体均不属于《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提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恒泰科技本次发行符合《定向发行规则》第九条的规

定，发行人及相关主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关于本次发行是否需要履行核准程序的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

过200人的公司，应当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

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还应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的自律监管意见。股票公开转让的

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

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根据公司提供的截至2022年8月15日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本次

发行前股东为383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367名、法人股东8名、合伙企业股东6

名、契约性基金股东2名，公司股东人数已超过200人；根据公司《定向发行说明

书》，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35名，均为自然人投资者。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

累计已超过200人。因此，本次发行需要取得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同意，并报

中国证监会履行核准程序。

三、关于本次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对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权没有特殊规定。根据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作出的决议以及《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

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定

向发行规则》《公司章程》等规范性要求。

四、关于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一）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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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办法》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如下：

第四十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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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未公开转让的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

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名。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

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如下：

第四条规定：“投资者参与创新层股票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实收

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二）实缴出资总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三）申请权限开通前 10个交易日，本人名下证

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人民币 100万元以上（不含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

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且具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

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第六条规定：“自然人投资者参与挂牌公司股票交易的，应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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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的证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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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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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禁

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参与挂牌公司股票交易。”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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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作出的决议以及《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具体范围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且不属于失信惩戒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员工、在册股东、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等。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为中国居民，其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1 曾贤华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
1,000,000 3,000,000 现金

2 陈红林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000,000 3,000,000 现金

3 刘惠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500,000 1,500,000 现金

4 肖金花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400,000 1,200,000 现金

5 刘秋明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370,000 1,110,000 现金

6 王德胜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350,000 1,050,000 现金

7 李泽荣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0 600,000 现金

8 吕海燕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70,000 510,000 现金

9 张林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70,000 510,000 现金

10 蒋凌帆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50,000 450,000 现金

11 李路强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50,000 450,000 现金

12 邱翼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00,000 300,000 现金

13 王洁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0 300,000 现金

14 李国栋 新增投资 自然人 核心员工 100,000 3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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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者 投资者

15 易玉叶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现金

16 刘东凤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现金

17 郭海清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现金

18 陈茂红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50,000 150,000 现金

19 张瑞婷 在册股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0,000 90,000 现金

20 喻炎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0,000 90,000 现金

21 周先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0,000 90,000 现金

22 卢晓刚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30,000 90,000 现金

23 张三顺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30,000 90,000 现金

24 易洪亮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60,000 现金

25 朱承利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60,000 现金

26 卢志伟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20,000 60,000 现金

27 谭海容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28 赵全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29 陈娇艳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30 王亮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31 孙海燕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32 杨燕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33 陈华湘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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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34 成银辉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35 蓝文红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

投资者
核心员工 10,000 30,000 现金

合计 5,260,000 15,780,000 —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投资者，发行对象的姓名、性别、住址、身

份证号、主要职业经历以及现任职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住址 身份证号 主要职业经历

现任职情

况

1

曾

贤

华

男

广东

省惠

州市

610103197001******

2010年 3月至 2016年 3月，历任惠州市恒

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

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9年

9月至今，任子公司惠州市恒泰锂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11

月，任子公司惠州市恒泰德能电池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 5月至今，任惠州

市恒泰创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年 12月至今，任惠

州市恒泰创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董事长、

总经理

2

陈

红

林

女

广东

省惠

州市

421126197705******

2005年 4月至 2018年 12月就职于惠州市鑫

辉电源设备有限公司，任部门经理。2019年

1月至今，就职于惠州市鑫艺福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任部门经理。

未在公司

任职

3
刘

惠
女

广东

省深

圳市

420583196905******

2013年 8月至 2017年 7月，任深圳市天时

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 3月至

2017年 7月，任深圳市昭美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16年 3月至 2021年 1月，任公

司董事。2021年 1月至今，自由职业。

未在公司

任职

4

肖

金

花

女

广东

省东

莞市

430421197912******
2008年3月至今就职于东莞市泽源机械有限

公司，任财务经理。

未在公司

任职

5

刘

秋

明

男

广东

省深

圳市

510921197611******

1999年 9月至 2000年 9月，在江南模塑集

团工作。2000年 9月至 2009年 2月，任广

东步步高工业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采购经

理、PMC和采购总管、工程和品质总管、资

源开发经理。2009年 3月至 2019年 12月，

未在公司

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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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

别
住址 身份证号 主要职业经历

现任职情

况

历任惠州市吉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董事

长。2013年 9月至 2020年 3月任吉康科技

（惠州）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 7月至

2019年 8月任吉盛科技（惠州）有限公司董

事长。2014年 6月至 2020年 7月，任惠州

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北京吉

兴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维蜜斯科

技（惠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西域高原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惠州广电汇商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经理、深圳市明道行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惠州市恒和盛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年 9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市春图科技有限公司，任董

事。

6

王

德

胜

男

广东

省东

莞市

410727198511******

2019年 10月至 2021年 5月，就职于维科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任销售总监兼项目总监。

2021年 5月至 2021年 7月，就职于恒大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任项目副总监。2021年

8月至今，就职于公司，任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

7

李

泽

荣

男

四川

省营

山县

511322198305******

2009年 9月至 2013年 5月，就职于公司任

总经理助理。2013年 6月至 2018年 10月，

就职于惠州市超聚电池有限公司，任副总经

理。2018年 11月至 2020年 4月，自由职业。

2020年4月至今，任子公司恒泰德能总经理。

子公司恒

泰德能总

经理

8

吕

海

燕

女

广东

省惠

州市

430102195402******

2010年 2月至今，惠州市沃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0年 5月至

今，任惠州市沃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10年 6月至今，任惠州市新

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9年 2月至今，在惠州市沃德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任执行董事、经理；2019年 2月至今，

在惠州市普乐置业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

未在公司

任职

9
张

林
男

四川

省阆

中市

512930197511******

2002年 9月至 2004年 9月，任江苏理士电

池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 12月至 2015年

1月，任深圳沃德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2014年 6月至 2017年 9月，

任公司董事。2017年 10月至 2020年 11月，

自由职业。2020年 12月至今，就职于深圳

市诺益佳科技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

未在公司

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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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

别
住址 身份证号 主要职业经历

现任职情

况

理。

10

蒋

凌

帆

男

深圳

市南

山区

430523198008******

2010年 1月至 2016年就职于惠州市吉瑞科

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4年 6月至 2020

年 12月，任公司监事；2015年 7月至 2017

年 12月就职于惠州小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2018年 1月至今，就职于广东诺

客韦尔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未在公司

任职

11

李

路

强

男

广东

省乐

昌市

440281198009******

2004年 5月至 2006年 6月，任广州摩登王

电讯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2006年 6月至

2010年 5月，就职于 TCL金能电池有限公

司，历任生产技术课长、研发课长。2010年

5月至今，历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PACK

经理、副总工程师、总监。2016年 3月至今，

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总监、

监事

12

邱

翼

云

男

广东

省惠

州市

510213196904******

2010年 4月至 2011年 10月，在深圳兆航物

流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2012年 6月至

今，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企管总监、副总

经理、董事。2019年 9月至今，任子公司惠

州市恒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11月，任子公司惠

州市恒泰德能电池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副

总经理

13
王

洁
男

广东

省惠

州市

430623198102******

2006年 1月至 2008年 1月，就职于惠州市

华通电脑公司，任品质工程师。2008年 1月

至 2013年 11月，就职于东莞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任资深品质工程师。2013年 11月

至 2021年 11月就职于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

公司，任资深品质主管。2021年 11月至今，

任公司品质经理

品质经理

14

李

国

栋

男

广东

省惠

州市

421023197801******

2014年 11月至 2017年 10月，任公司生产

总监。2017年 12月至 2018年 11月，就职

于广东微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任生产总监。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3月，自由职业。2019

年 4月至今，任公司制造总监。

制造总监

15

易

玉

叶

女

广东

省惠

州市

431202198312******
2010年 5月至今，历任公司人事主管、人力

资源部经理。

人力资源

部经理

16

刘

东

凤

女

河南

省方

城县

411322198911******
2013年 7月至今，历任公司研发部工程师、

部门经理
研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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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

别
住址 身份证号 主要职业经历

现任职情

况

17

郭

海

清

女

江西

省南

康市

360782199002******

2017年 4月至 2020年 5月，就职于重庆紫

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外贸专员。2020年

9月至今，任公司销售经理。

销售经理

18

陈

茂

红

男

湖北

省公

安县

422423197005******
2010年 5月至今，历任公司 PMC部主管、

经理、监事。

PMC经

理、监事

19

张

瑞

婷

女

广东

省惠

州市

441323197906******
2013年 7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经理、采购

经理、供应链副总监、财务负责人。

财务负责

人

20
喻

炎
男

湖北

省公

安县

421003198008******

2014年 1月至 2018年 9月，任东莞市迈科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18年 10月至今，

历任公司生产主管、供应链中心副经理、监

事

供应链中

心副经理

21

周

先

云

女

湖北

省汉

川市

420984198504******
2013年 12月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秘书、

董事会秘书、董事

董事、董

事会秘书

22

卢

晓

刚

男

广东

省博

罗县

441322198010******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9月，就职于惠州普

元数码电子有限公司，任行政人事部主管；

2015年 9月至今，历任公司行政部主管、行

政部副经理。

行政部副

经理

23

张

三

顺

男

陕西

省镇

巴县

612328199009******

2012年 11月至 2018年 10月，就职于深圳

曙鹏科技有限公司，任部门主管。2018年

11月至今任，公司生产副经理。

生产副

经理

24

易

洪

亮

男

湖南

省醴

陵市

430281197710******
2016年 4月至今，历任公司品质部经理、生

产经理、厂长助理、PE经理。
PE经理

25

朱

承

利

男

重庆

市渝

中区

510231198204****** 2009年 9月至今，任公司工程部经理。
工程部

经理

26

卢

志

伟

男

甘肃

省天

水市

620503198009******
2013年 8月至今，历任公司工程部主管、工

程部经理。

工程部

经理

27

谭

海

容

女

湖北

省巴

东县

422823199401****** 2019年 7月至今，任公司研发工程师。
研发工程

师

28
赵

全
男

湖北

省仙

桃市

429004199206****** 2018年 6月至今，任公司研发工程师。
研发工程

师

29 陈 女 湖南 433101198910****** 2011年 4月至今，历任公司品质组长、DQE、 品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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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

别
住址 身份证号 主要职业经历

现任职情

况

娇

艳

省吉

首市

品质主管。

30
王

亮
男

湖北

省公

安县

421022198410******

2009年 1月至 2011年 10月就职于华为终端

公司武汉办事处，任地区销售督导。2011年

11月至 2018年 12月，自由职业。2019年 2

月至今，任公司业务员。

业务员

31

孙

海

燕

女

广东

省惠

东县

441381199208******
2014年 8月至今，历任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

专员、人力资源部主管。

人力资源

部主管

32
杨

燕
女

广东

省惠

州市

仲恺

区

441302199305****** 2018年 7月至今，任公司行政专员。 行政专员

33

陈

华

湘

男

湖南

省湘

潭县

430321198308******
2014年 6月至今，历任公司 PE工程师、PE

主管。
PE主管

34

成

银

辉

女

湖南

省宁

乡县

430124198503******

2017年 7月至 2020年 8月，就职于惠州亿

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任 PMC主管；2020

年 9月至今，任公司 PMC主管。

PMC

主管

35

蓝

文

红

女

广东

省惠

州市

362204198510******
2014年 1月至今历任公司研发组长、研发主

管。
研发主管

注：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及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的关联关系说明：

以上发行对象中曾贤华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在册股东；刘惠为公

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涂天强的配偶，亦为公司在册股东；陈红林、刘秋明、吕海燕、张林、

蒋凌帆是公司在册股东；李路强是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陈茂红、喻炎是公司现任监事；邱

翼云是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周先云是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

张瑞婷是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在册股东；除此之外，其它发行对象与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无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对发行对象的范围及确定方法符合《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之规定。

2. 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

经查验，本次发行对象中，包括：原在册股东 8名、新增股东 27名，新增

股东中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名；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名；其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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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对象均为公司核心员工。本次发行对象中，曾贤华、陈红林、刘惠、刘秋明、

吕海燕、张林、蒋凌帆、张瑞婷为在册股东；新增股东中邱翼云为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周先云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路强、陈茂红、喻炎为公司监事；

新增股东中肖金花为新增的外部自然人投资者；新增股东中王德胜、李泽荣、王

洁、李国栋、易玉叶、刘东凤、郭海清、卢晓刚、张三顺、易洪亮、朱承利、卢

志伟、谭海容、赵全、陈娇艳、王亮、孙海燕、杨燕、陈华湘、成银辉、蓝文红

为核心员工。核心员工的认定程序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二）/3. 核心员工认

定已履行的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均已开立证券账户，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证券账户号码

1 曾贤华 0209******

2 陈红林 0108******

3 刘惠 0209******

4 肖金花 0178******

5 刘秋明 0155******

6 王德胜 0341******

7 李泽荣 0128******

8 吕海燕 0051******

9 张林 0209******

10 蒋凌帆 0144******

11 邱翼云 0603******

12 王洁 0226******

13 李国栋 0156******

14 李路强 0106******

15 易玉叶 0109******

16 刘东凤 0153******

17 郭海清 0331******

18 陈茂红 0176******

19 张瑞婷 0033******

20 喻炎 0291******

21 周先云 0172******

22 卢晓刚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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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三顺 0291******

24 易洪亮 0115******

25 朱承利 0160******

26 卢志伟 0249******

27 谭海容 0291******

28 赵全 0289******

29 陈娇艳 0341******

30 王亮 0211******

31 孙海燕 0289******

32 杨燕 0291******

33 陈华湘 0171******

34 成银辉 0257******

35 蓝文红 0291******

3. 核心员工认定已履行的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定向发行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新增

股东中的核心员工除李泽荣系发行人子公司惠州市恒泰德能电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泰德能”）员工外，其他核心员工均为发行人员工，前述核心员工均与

公司、恒泰德能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为发行人、恒泰德能的正式员工。

本次核心员工的认定程序为：

2022年 8月 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提名

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董事中，曾贤华、涂天强、邱翼云、周先云

系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因此回避表决；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不足董事会人

数过半数，前述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并决定将拟认定的核心员

工向全体员工进行公示和征求意见，公示期为 2022 年 8 月 4 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3日。公示期间，公司未收到任何口头或书面异议。

公示期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对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发表了明确意见：本次提

名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未发现

包含的信息存在虚假、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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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监事会同意认定曾贤华、涂天强、王德胜、李泽荣、邱翼云、王洁、李国栋、

易玉叶、刘东凤、郭海清、张瑞婷、周先云、卢晓刚、张三顺、易洪亮、朱承利、

卢志伟、谭海容、赵全、陈娇艳、王亮、孙海燕、杨燕、陈华湘、成银辉、蓝文

红为公司核心员工，并同意将《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和于 2022年 8月 20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就上述拟作为发行对象的核心员工，公司已履行了核心员工

认定的审议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

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及是否

为持股平台的意见

根据各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 信 用 中 国

（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中国证监会（http://www.csrc.gov.cn）

等政府部门公示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

中提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根据各发行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因此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股

权代持情况，且不属于持股平台，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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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指引（2021修订）》的要求。

六、关于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不

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的法律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七、关于本次发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一）内部决策程序

1. 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2年8月3日，恒泰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应到董事七人，实

到董事七人，审议了以下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

案》《关于2022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

署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议案》《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

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关于拟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

议案》《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就《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2022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中，曾贤华、涂天强、邱翼云、周先云系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因此回避表决；前述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不足董事会人数过半数，前述

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就《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出席

会议的董事中，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曾贤华、涂天强回避表决，经其他非

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就《关于拟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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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经董事会全部董事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表决。

本次董事会决议已于2022年8月4日在全国股份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程序和议事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会议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2. 监事会审议程序

2022年8月3日，恒泰科技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

到监事三人，审议了以下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

案》《关于2022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

署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议案》《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

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关于拟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

事宜的议案》。

就《关于2022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

签署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议案》，因与会监事会成员均为关联方，

需回避表决，前述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就《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

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关于拟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

宜的议案》，经监事会全部监事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本次监事会决议已于2022年8月4日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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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7日，公司监事会就核心员工的认定发表了明确意见。

3.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022年8月20日，恒泰科技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2022年第二次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

认购合同议案》《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关于拟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就《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股东中，曾贤华、惠州市

恒泰创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恒泰创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刘惠、张瑞婷系前述议案的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前述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后，其他非关联股东以同意股数14,969,76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数0股、弃权股数0股，审议通过本议案。

就《关于2022年第二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

签署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议案》《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

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股东中，曾贤华、惠州市恒泰创富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恒泰创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秋明、蒋凌帆、张林、刘惠、张瑞婷系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前述关联股

东回避后，其他非关联股东以同意股数5,857,92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数0股、弃权股数0股，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就《关于拟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股东

大会与会股东以同意股数45,501,00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0股、弃权股数0股，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前述议案不涉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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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表决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已于2022年8月23日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4. 关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为3人，未形成表决结果，将相关议

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

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挂牌

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载明董事会的职责以及董事会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

规范董事会运作机制”；第三十五条规定：“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有关联

关系的，应当回避表决，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

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

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挂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出席方

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第一百三十条第三

款规定：“董事会会议按照前两款审议关联交易时，与审议事项存在关联关系的

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委托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

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非关联

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3人的，无论审议交易的金

额大小，均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董事会审议《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2022年第二次股票定

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

合同议案》等相关议案时，鉴于董事曾贤华、涂天强、邱翼云、周先云均系本次

发行的认购对象，为相关议案的关联董事，在该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

的董事人数不足全体董事过半数，无法满足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的规定，无

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将相关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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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已于2022年8月20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等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全部董事的过半数，董

事会将相关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股东的利益，股东大会

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按《管理办法》、《定向发行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二）本次发行不属于连续发行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有关

事项时，不存在尚未完成的股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和股

份回购事宜，不存在连续发行的情形。

（三）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向国资监管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履行审批或备案等

程序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截至2022年8月15日《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并经核查，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境内自然人，发行人不属于国有控股公司，发行人本次发行已

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除尚需由全国股转系统进行自律审查并报中国证监

会核准外，不需要向国资监管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履行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国有法人股东和外资股东，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

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恒泰科技本次发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规定，发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连

续发行情形，不存在需要履行国资监管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

等程序。

八、关于本次发行相关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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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该等

协议对缴付本次认购发行股份认购款的前提条件；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价格、

认购股款及支付时间；认购要求；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双方的义务和责任；

生效条件、保证和承诺；保密；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违约及其责任；

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风险揭示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并约定：在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并取得股转

系统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自律监管审查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后生效。经核查，前述协议不存在业绩承诺、股份回购、反稀释、估值调整、强

制要求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等特殊投资条款，也不存在发行人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就本次发行与认购对象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业绩承诺、股份回

购、反稀释、估值调整等特殊投资条款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民法典》《定向发行规则》

《适用指引第 1号》等规范性要求，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关于本次发行新增股票限售安排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一）法定限售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若本次股票发行最终认购的发行对象同时亦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则需要遵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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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

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

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认购对象如涉

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限售要求的，需要遵守相关限售要求。

（二）自愿限售情况

根据《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定向发行股份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以及所

有投资者均出具的《关于自愿限售的承诺》，本次发行所有对象所获得的股份自

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限售 18个月，18个月内不得转让。上

述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中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曾贤华、监事李路强、董事兼高级管理

人员邱翼云、监事陈茂红、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周先云、监事喻炎、高级管理人

员张瑞婷需遵守上述法定限售规定进行法定限售，本次认购股份中除法定限售以

外的其它股份属自愿限售，自愿限售期为自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登记完成之

日起 18个月；除上述董监高以外的其它认购对象属于自愿限售，自愿限售期为

自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18个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增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定向发行规则》

的要求。

十、律师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关于本次募集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根据《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公司已按《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

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2020年修订）》的规定详细披露了募集资金用途。根据《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序 债权人名称 借款发生时间 借款总额（元） 当前余额（元） 拟偿还金额 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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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元） 借款实际

用途

1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惠州分行

2022年4月25日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支付员工

工资

2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惠州分行

2022年5月20日 4,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支付员工

工资

3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仲

恺支行

2021年8月27日 4,000,000.00 2,400,000.00 2,400,000.00

支付员工

工资和供

应商货款

4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仲

恺支行

2021年8月27日 5,724,941.69 4,814,941.69 4,814,941.69

支付员工

工资和供

应商货款

5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仲

恺支行

2021年10月26

日
4,400,000.00 3,490,000.00 3,490,000.00

支付员工

工资

合计 23,124,941.69 19,704,941.69 19,704,941.69 -

公司已经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用途变

更、使用管理与监督等作出了规定，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

程序、风险防控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根据《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的规

定和《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募集资金

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

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将其作为认购账户。公司将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

管协议并与发行材料一起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报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按照

《定向发行规则》的要求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履行了募集资金相关的信息

披露义务，本次发行符合有关募集资金专户管理以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二）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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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类型 姓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拟

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实际控制人 曾贤华 13,380,410 22.58% 1,000,000 14,380,410 22.29%

截至2022年8月15日，公司股权较为分散，除曾贤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惠州市

恒泰创富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持股5%以上的股东仅刘惠、刘秋

明、张志刚三人，上述三人未在公司任职，且互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无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0%，亦无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

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因此公司无控股股东。曾贤华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3,173,663股，持股比例为39.11%，

担任公司董事长，曾贤华通过其控制的表决权股份及任职对公司经营决策可施予

重大影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5,260,000股，如发行对象全额认购后，

曾贤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继续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4,173,663股，持股比例为

37.47%，担任公司董事长，曾贤华通过其控制的有表决权的股份及任职对公司经

营决策可施予重大影响，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公司无控股股东。截至2022年8月15日，曾贤华直接持公司22.58%

的股份，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5,260,000股，如发行对象全额认购后，公

司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后曾贤华直接持股比例为22.29%，曾贤华及其

一致行动人继续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4,173,663股，持股比例为37.47%。因

此，本次发行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控制权未

发生变动。

（三）关于发行人2016年定向发行过程中形成的股权代持问题及清理

1. 代持的产生原因

2016年9月27日，恒泰科技召开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

意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850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50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1,275万元（以下简称“2016年定向发行”）。恒泰科技的持股平台恒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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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恒泰创盈的部分合伙人（以下简称“该等合伙人”）共计57名拟参与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份。根据当时适用的相关规定，挂牌公司单次定向发行的对象不得超

过35名，且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亦不得参与挂牌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由

于此次拟参与认购的合伙人超过了35名，且恒泰创富、恒泰创盈为没有实际经营

业务的持股平台，因此该等合伙人委托恒泰科技股东、实际控制人曾贤华代为认

购并持有定向发行的股份。

2．代持的具体情况

2016年9月30日，该等合伙人分别与曾贤华签署了《委托投资协议》，拟共同

委托曾贤华代为认购并持有恒泰科技2016年定向发行的股票。其中恒泰创富的合

伙人认购股数共计904,615股，认购价格为1.50元 /股，投资款共计人民币

1,356,922.50元；恒泰创盈的合伙人认购股数共计313,846股，股价1.50元/股，投

资款共计人民币470,769.00元。

根据2016年9月26日恒泰创富、恒泰创盈合伙人会议决议，恒泰创富、恒泰

创盈全体合伙人同意，恒泰创富、恒泰创盈仅作为该等合伙人委托曾贤华认购恒

泰科技2016年度定向发行股份的委托付款通道，认购恒泰科技定向发行股份的所

有投资款项及其对应取得的恒泰科技股份、股息红利等均归属该等合伙人所有，

恒泰创富、恒泰创盈不享有任何权益，即本次资金归集行为不影响各合伙人在恒

泰创富、恒泰创盈的出资份额及比例。

恒泰创富、恒泰创盈合伙人认购2016年定向发行的情况具体如下：

（1）恒泰创富合伙人认购情况

序号 姓名 认购金额（元） 被代持股份数（股）

1 曾贤华 12,099.00 8,066

2 刘志伟 126,817.50 84,545

3 邱翼云 109,179.00 72,786

4 黄小娟 91,279.50 60,853

5 陈茂红 45,523.50 30,349

6 李路强 15,000.00 10,000

7 杨占丽 39,021.00 2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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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望斌 91,048.50 60,699

9 张瑞婷 39,021.00 26,014

10 沈立强 45,523.50 30,349

11 朱承利 26,013.00 17,342

12 周先云 48,210.00 32,140

13 易玉叶 46,824.00 31,216

14 黄东露 60,355.50 40,237

15 张容 13,006.50 8,671

16 吴凤婵 35,847.00 23,898

17 陈习柱 13,006.50 8,671

18 方炳钢 13,006.50 8,671

19 田丕双 13,006.50 8,671

20 谈玲 13,006.50 8,671

21 陈海燕 13,006.50 8,671

22 童焰 13,006.50 8,671

23 田琴 39,670.50 26,447

24 李健娟 26,013.00 17,342

25 石和军 52,027.50 34,685

26 李国栋 67,635.00 45,090

27 罗志萍 38,307.00 25,538

28 张嘉莉 2,769.00 1,846

29 汪晓蓓 77,538.00 51,692

30 陈鹏 33,231.00 22,154

31 李叶清 55,384.50 36,923

32 杨粟峰 27,693.00 18,462

33 李业琼 13,846.50 9,231

合计 1,356,922.50 904,615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的。

（2）恒泰创盈合伙人认购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购金额（元） 被代持股份数（股）

1 曾贤华 94,729.50 63,153

2 于传琴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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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购金额（元） 被代持股份数（股）

3 黄海霞 0 0

4 田洪 8307 5,538

5 李学琼 2,769.00 1,846

6 汪汝刚 2,769.00 1,846

7 朱彩丽 0 0

8 刘惠 27,693.00 18,462

9 刘昌权 0 0

10 谢思良 13,846.50 9,231

11 沈学军 11,077.50 7,385

12 张瑞婷 32,655.00 21,770

13 司马鑫林 16,615.50 11,077

14 沈学梁 13,846.50 9,231

15 魏俊梅 8,307.00 5,538

16 李燕花 11,077.50 7,385

17 姚媛媛 5,538.00 3,692

18 兰红 5,538.00 3,692

19 吴章春 0 0

20 张静 27,693.00 18,462

21 朱诗芳 13,846.50 9,231

22 廖治平 13,846.50 9,231

23 魏文华 13,846.50 9,231

24 汪浩 22,153.50 14,769

25 史绍典 55,384.50 36,923

26 齐显忠 13,846.50 9,231

27 范自雄 0 0

28 齐秉春 0 0

29 李雪玲 8,307.00 5,538

30 吕光辉 16,615.50 11,077

31 何洪秀 13,846.50 9,231

32 段兰宁 8,307.00 5,538

33 史军 8,307.00 5,538

合计 470,769.00 313,846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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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经过多次出资份额转让，截至 2020年 6月 20日，恒泰创富、恒泰创

盈合伙人被代持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①恒泰创富合伙人被代持股份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被代持股份数（股）

1 曾贤华 10,791

2 刘志伟 95,454

3 邱翼云 80,578

4 黄小娟 70,204

5 陈茂红 30,349

6 李路强 10,000

7 杨占丽 26,014

8 望斌 77,842

9 张瑞婷 27,836

10 沈立强 33,466

11 朱承利 17,342

12 周先云 35,257

13 易玉叶 34,333

14 黄东露 40,237

15 张容 8,671

16 吴凤婵 25,456

17 陈习柱 27,133

18 方炳钢 8,671

19 田丕双 8,671

20 谈玲 8,671

21 陈海燕 8,671

22 田琴 26,447

23 李健娟 17,342

24 石和军 34,685

25 李国栋 45,090

26 罗志萍 25,538

27 陈鹏 22,154

28 李叶清 36,923



法律意见书

34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被代持股份数（股）

29 李业琼 9,231

30 卢晓刚 1,558

合计 904,615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的。

②恒泰创盈合伙人被代持股份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被代持股份数（股）

1 曾贤华 86,386

2 于传琴 0

3 黄海霞 0

4 田洪 5,538

5 李学琼 1,846

6 汪汝刚 1,846

7 朱彩丽 0

8 刘惠 18,462

9 刘昌权 0

10 谢思良 9,231

11 沈学军 7,385

12 张瑞婷 22,289

13 司马鑫林 11,077

14 沈学梁 9,231

15 魏俊梅 5,538

16 兰红 3,692

17 吴章春 0

18 张静 18,462

19 廖治平 9,231

20 魏文华 9,231

21 史绍典 36,923

22 齐显忠 9,231

23 李雪玲 5,538

24 吕光辉 11,077

25 朱承利 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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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被代持股份数（股）

26 杨占丽 3,117

27 张嘉莉 283

28 陈茂红 566

29 张容 566

30 易洪亮 10,909

31 谈玲 3,117

32 曾立 1,699

33 闻东华 4,675

34 戴建勇 3,583

合计 313,846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的。

（4）2020 年 7月，恒泰科技进行了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5股，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元，权益登记日为 2020年 7月 15

日。

（5）在代持期间，恒泰科技共进行了三次分红，曾贤华在收到该等分红款

后，按照被代持合伙人应实际享有的权益向其分配了相应的分红款。

3．代持的解除

（1）2020 年 6月 20日，所有对代持股份实际享有权益的合伙人与曾贤华

签署了《股份转让委托协议》，委托曾贤华将认购 2016年定向发行股票过程中形

成的代持股份 1,218,461股全部对外转让（因恒泰科技进行 2019年年度送红股而

相应增加的股份亦同步转让），同时亦同意曾贤华同步减持其自己直接并真实持

有的部分股份。减持期间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曾贤华全部减持完其为合伙人代持

的恒泰科技股份为止，但最晚不迟于 2020年 11月 20日，协议还约定了减持收

入的分配方式。

（2）2020 年 9月 26日，曾贤华与所有被代持股份的合伙人签署了《股份

转让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就分配已减持股份对应的收入及未完成减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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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处置等问题进行了约定。

（3）截至 2020年 10月 29日，曾贤华已将全部代持股份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完毕。减持款项已按照《股份转让委托协议》、《股份转让委托协议补充协议》的

约定进行了分配与安排。

4．信息披露更正

发行人于2020年10月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发布

了《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曾贤华持股情况的说明》的信息披露公告。

就发行人因2016年定向发行股票过程而形成的股权代持问题进行了信息披露。

就股权代持事宜，本所律师对恒泰创富、恒泰创盈所有委托减持代持股份的

合伙人以及不存在代持股份但截至 2020年 10月 29日在恒泰创富或恒泰创盈持

有出资份额的合伙人进行了访谈，各合伙人已对各自在持股平台的财产份额变化、

是否出资参与过认购 2016年定向发行股份以及是否收到了减持款项、是否收到

了公司的历次分红、在《合伙人出资份额及比例确认书》上面的签名是否真实等

事项进行了确认。

5. 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施

2021年 01月 05日，公司收到了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对惠州市恒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股转系统融一监

函[2021]1号），就前述股份代持事宜，全国股转公司对恒泰科技、曾贤华、时任

董事会秘书周先云、时任董事刘惠、时任监事李路强、时任副总经理望斌、时任

财务总监黄小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公司于 2021年 1月 6日发布

了《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自律监管措施的公告》。本所律师认为，全国

股转公司对公司及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

管措施不属于纪律处分、行政处罚，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恒泰科技曾经存在的股份代持情形已经清理完毕，持

股平台相关合伙人与曾贤华之间的代持关系已经彻底解除。就该等股权代持问题，

发行人虽未及时予以披露，但已于2020年10月30日进行了信息披露更正，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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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曾经存在的股权代持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

（三）关于发行人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事项的说明

2022年3月29日，惠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向发行人子公司恒泰德能出具（惠市仲）应急罚〔2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因：

1.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1）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2）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3）

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2.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锂

电池中转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3.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

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惠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

局对恒泰德能处以罚款2万元。

除上述行政处罚外，发行人及子公司最近24个月内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同时，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以及罚款缴纳电子回单，

发行人已依法足额缴纳上述罚款，并对违规情况进行了整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事项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影响恒泰德

能持续经营，不构成本次定向发行的实质性障碍。原因如下：

（1）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

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两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

业整顿”；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的；…”；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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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

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依据前述规定，恒泰德能所受罚

款在金额方面属于轻微处罚，前述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不属于《安全生产法》规

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2）恒泰德能已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下发之日前完成了整改。

（3）恒泰德能及时足额缴纳了罚款，本次行政处罚的罚款金额较小，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不会对其持

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构成本次定向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一、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获

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须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关于本次发行的自律监管

意见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法律意见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各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