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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一世纪”）的委托，就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理工环科”或“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方洁受让余艇、刘笑梅持有的天一世

纪股权是否导致理工环科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是基于本所律师对有

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 

2、本所及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验证，本法律意见书

中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天一世纪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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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周方洁受让余艇、刘笑梅分别持有天一世纪股权是否导致理工环科实际控制人变更事

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理工环科的基本法律状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理工环科目前持有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3302007251641924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保税区曹娥江路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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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39,803.434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方洁 

经营范围：环境能源监测技术、节能技术的研发、咨询与服务；环境能源监测；

环境治理工程设计、施工；环保设施运营维护；新能源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环保设

备、节能设备、智能电网监测设备、过程控制监测设备的研发、制造、批发、零售及

服务；计算机软件、硬件的研发、批发、零售及服务；信息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自

有房屋出租；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及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运 

根据理工环科的公开信息，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理工环科的股本结构为： 

股份性质 持股数（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5,694,048 31.3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75,620,968 68.68% 

股份总数 401,315,016 100.00%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份持有人名册、理工环

科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理工环科前十

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股份比例 

1 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6,656,706 31.56% 

2 朱林生  20,277,940 5.05% 

3 周方洁  18,642,721 4.65% 

4 李雪会  10,900,000 2.72% 

5 伍卫国  8,246,533 2.0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互联

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92,454 2.04% 

7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  8,063,674 2.01%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环保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02,700 1.55% 

9 陈  鹍  5,998,45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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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  钶 5,780,278 1.44% 

注：理工环科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关于对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6]18 号）进行整改，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调整并回购注销相应的追加补偿股份 471,840 股，同

时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2,808,828股。

因报告期末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导致理工环科于报告期

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份总数 401,315,016 股与财务报表中的

期末股本 398,034,348 股存在差异。理工环科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份总数 401,315,016 股为准进行披露。上述补偿

股份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完成回购注销。 

 

二、控股股东天一世纪及其股权转让的情况 

本所律师对下列材料进行了查验： 

1、天一世纪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 

2、天一世纪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3、2017 年 11 月 9 日，余艇、刘笑梅分别与周方洁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4、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分局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出具

的备案登记情况表。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天一世纪的基本信息 

经本所律师核查，天一世纪目前持有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16620860770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信息如

下： 

企业名称：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曹娥江路 22 号 4 号楼 4-1，4-2 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428.57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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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方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实业投资咨询；金属材料、五金产品、电子产品、装饰材

料、矿产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及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

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世纪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周方洁 571.4285 40.00% 

余  艇 125.7143  8.80% 

刘笑梅 42.8572  3.00% 

嘉旨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428.5714  30.00% 

宁波卓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18.20% 

合计 1,428.5714 100.00% 

 

（二）天一世纪本次股权转让情况 

2017 年 11 月 9 日，天一世纪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余艇将其持有天一世纪 13.60%

的股权转让予周方洁，刘笑梅将其持有天一世纪 4.49%的股权转让予周方洁。同日，

余艇、刘笑梅分别与周方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前，周方洁、余艇、刘笑梅分别持有天一世纪 21.91%、22.40%、

7.49%的股权，合计持有天一世纪 51.8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周方洁、余

艇、刘笑梅分别持有天一世纪 40.00%、8.80%、3.00%的股权，合计持有天一世纪 51.80%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天一世纪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持股比例 股权转让后持股比例 

周方洁 21.91% 40.00% 

余  艇 22.40% 8.80% 

刘笑梅 7.49% 3.00% 

嘉旨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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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卓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0% 18.20% 

合计 100.00% 100.00% 

2017 年 11 月 13 日，天一世纪就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三、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理工环科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所律师对下列材料进行了查验： 

1、天一世纪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 

2、理工环科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份持有人名册； 

4、理工环科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5、周方洁、余艇、刘笑梅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一）本次股权转让前理工环科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1）本次股权转让前，天一世纪持有理工环科 126,656,706 股股份，占理工环科

总股本（398,034,348 股）的 31.82%，为理工环科的第一大股东，亦为控股股东； 

（2）周方洁直接持有理工环科 4.68%的股份；  

（3）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有效

期限为八年，约定在审议理工环科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按照三方的共同意志进行表

决或投票，并作为天一世纪的股东、董事以及理工环科的董事，通过天一世纪股东会、

董事会和理工环科董事会的投票，审议有关理工环科重大事项并形成决议； 

（4）本次股权转让前，周方洁、余艇、刘笑梅分别持有天一世纪 21.91%、22.40%、

7.49%的股权，合计持有天一世纪 51.80%的股权，周方洁、余艇、刘笑梅通过天一世

纪间接持有理工环科 31.82%的股份，并通过一致行动安排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理工环科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共同控制理工

环科； 

（5）周方洁自 2010 年 9 月始任理工环科董事长职务，并自 2016 年 10 月兼任理

工环科总经理；刘笑梅自 2015 年 9 月始任理工环科董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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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天一世纪、周方洁持有理工环科的股份均以 2017 年 11 月 1 日完成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

续后理工环科股份总数 398,034,348 股为计算基数。 

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均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

和承诺，未发生违反协议的情形。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周方洁直接持有理工环科 4.68%的

股份，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作为一致行动人通过控股股东天一世纪间接控制理工环

科 31.82%的股份，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为理工环科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股权转让后理工环科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一世纪持有理工环科 31.82%的股权未发生变更，

仍为理工环科的控股股东；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周方洁、余艇、刘笑梅分别持有天一世纪 40.00%、

8.80%、3.00%的股权，合计持有天一世纪 51.80%的股权，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作

为一致行动人通过天一世纪间接控制理工环科 31.82%的股份，此外，周方洁直接持

有理工环科 4.68%的股份，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三人均直接或间接支配理工环科股

份的表决权； 

（3）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理工环科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三人共同拥

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 

（4）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三人共同拥有理工环科控制权，已通过公司章程、

一致行动协议安排予以明确，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仍在协

议有效期内，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仍然通过

《一致行动协议》共同拥有理工环科的状况没有出现重大变化。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周方洁直接持有理工环科 4.68%的

股份，周方洁、余艇、刘笑梅作为一致行动人仍然通过控股股东天一世纪间接控制理

工环科 31.82%的股份；虽然周方洁通过受让余艇和刘笑梅持有的部分天一世纪的股

权而导致三人在持有的天一世纪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化，但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三人

共同拥有理工环科控制权系真实、合理和稳定的，本次股权转让是通过一致行动安排

的共同控制人之间对天一世纪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通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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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安排对理工环科的持股比例并不因天一世纪股权转让发生重大变化，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一致行动人、第八十四条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规定，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

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三条关于多人共同拥

有公司控制权的认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仍为理工环科的

共同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参照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

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中对于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认定

标准，理工环科的实际控制人周方洁、余艇和刘笑梅通过一致行动安排对上市公司的

共同控制权不因他们相互之间持有天一世纪的股权转让而发生重大变化，控股股东天

一世纪的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不会导致理工环科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以下无正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理工环科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8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一七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沈田丰              

 

负责人： 沈田丰                           赵  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