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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分别对应下述含义： 

华铭智能/发行人/上市

公司/公司 
指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政通 指 国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国政通 90%的股权 

交易对方 指 

陈放、杨宝升、黄海珈、白文举、李桂琴、付春、

夏之民、李杨松、湖州赛创、天津软银、宁波软银、

宁波凯安、宝德昌、国泰君安格隆、国泰君安建发、

长江经济带、湖北长江资本、湖北军融、杭州宽华、

创世盈创、创世一期 

本次交易 指 

华铭智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

买国政通 90%股权；同时，华铭智能向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5,437.00 万元 

本次收购 指 
华铭智能向国政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所持的国政通 90%股权 

天津软银 指 天津软银博欣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软银 指 宁波软银稳定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泰君安格隆 指 
国泰君安格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泰君安建发 指 厦门国泰君安建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宝德昌 指 深圳市宝德昌投资有限公司 

长江经济带 指 
长江经济带（湖北）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湖北长江资本 指 湖北长江资本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 

湖北军融 指 
湖北军融高技术服务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 

杭州宽华 指 杭州宽华优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创世一期 指 宁波创世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创世盈创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创世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宁波凯安 指 宁波凯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赛创 指 湖州赛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中同华评估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重组报告书》 指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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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政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国政通资产评估报

告》 
指 

中同华评估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出具的中同华评报

字（2017）第 795 号《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所涉及的国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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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

订） 

《创业板发行管理办

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信息披露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 年修订）》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之目的，如无特别

说明，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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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的法律意见 

                                              德恒 01F20170838-5 号  

 

致：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华铭智能的委托，担任华铭智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发行管理办法》、《信息披露准则第 26 号》

等法律法规，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

人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以下声明： 

1. 本所及本所承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

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本法律意见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或者交易各方的行为、有关事实发生或

存在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承办律师对该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3. 本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在本法律

意见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中相关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代表本所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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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

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和条件。 

4. 本所承办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交易各方如下保证，即交易各方

已经提供了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交易各方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

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之处。 

5.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 

6.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

料一起申报或予以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的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7. 本法律意见仅供华铭智能本次交易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铭智能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重组报告书》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资料，华铭智能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购买国政通全体股东所持国政通 90%股权；发行人在本次收购同时，拟向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及相

关费用。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同华评估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出具《国政通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

估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国政通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177,300.00 万元。《国

政通资产评估报告》出具时，国政通已与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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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服务合作协议》，约定国政通基于商业需求，使用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数据互联平台提供的相关对接、供应协调、组织配送等服务，获取平台数据供

应方许可提供的各类数据及数据衍生品。前述合作协议能为国政通带来新的信息

核验服务业务，《国政通资产评估报告》未考虑前述业务对评估值的影响。考虑

到国政通以往丰富的业务经验和良好的经营业绩，上市公司看好国政通前述新增

业务的发展。另外，国政通将于评估基准日后实施向国政通全体股东派发

7,300.00 万元现金分红事宜。因此，本次交易国政通 100%股权作价 185,000.00

万元。经协商，各方一致同意国政通 90%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66,5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市场参考价为华铭智能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价，即 34.96 元/股。经各方友好协

商，发行价格为 31.47 元/股，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2017 年 5 月 22 日，华铭智能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为：以公司 2016 年底股本总额

137,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共

计 9,643,200.00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实施完毕。据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相应调整为 31.40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华铭智能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本所律师认为，华铭智能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2018 年 5 月 14 日，华铭智能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及华铭智能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在“巨

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index）披露的《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华铭智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7,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现金（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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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18 年 5 月 2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 年 5 月 23 日。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已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实施完毕。 

本所律师认为，华铭智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

予以公告，合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 

根据《重组报告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本次交易的

相关决议，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

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

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华铭智能将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31.40 元/股调整为 31.30 元/股。具

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发行价格=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31.40 元/股-0.1 元/股

=31.30 元/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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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新增股份数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任一交易对方所出售的国政通

股权的相对比例－任一交易对方获得的现金对价）÷本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交

易对方自愿放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 36,516,868 股调整为 36,633,542

股。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出售的国

政通股权

比例 

本次交易获得

的对价总额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调整前发行 

股份数 

（股） 

调整后发行 

股份数 

（股） 

1 陈放 11.96% 22,126.00 915.97 21,210.03 6,754,785 6,776,367 

2 杨宝升 7.72% 14,282.00 591.25 13,690.75 4,360,112 4,374,041 

3 黄海珈 2.94% 5,439.00 225.16 5,213.84 1,660,457 1,665,763 

4 白文举 4.02% 7,437.00 307.88 7,129.12 2,270,421 2,277,674 

5 李桂琴 1.61% 2,978.50 123.30 2,855.20 909,298 912,204 

6 付春 0.77% 1,424.50 58.97 1,365.53 434,881 436,271 

7 夏之民 0.22% 407.00 16.85 390.15 124,251 124,648 

8 李杨松 0.23% 425.50 17.61 407.89 129,899 130,316 

9 天津软银 7.61% 14,078.14 14,078.14 - - - 

10 宁波凯安 8.41% 15,558.86 15,558.86 - - - 

11 长江经济带 5.85% 10,822.50 - 10,822.50 3,446,656 3,457,667 

12 湖北军融 1.68% 3,108.00 - 3,108.00 989,808 992,971 

13 杭州宽华 1.68% 3,108.00 - 3,108.00 989,808 992,971 

14 国泰君安格隆 2.75% 5,087.50 - 5,087.50 1,620,222 1,625,399 

15 国泰君安建发 2.75% 5,087.50 - 5,087.50 1,620,222 1,625,399 

16 宁波软银 7.26% 13,431.00 - 13,431.00 4,277,388 4,291,054 

17 宝德昌 11.98% 22,163.00 19,943.00 2,220.00 707,006 709,265 

18 湖州赛创 4.32% 7,992.00 - 7,992.00 2,545,222 2,553,354 

19 湖北长江资本 1.44% 2,664.00 - 2,664.00 848,407 851,118 

20 创世一期 3.03% 5,605.50 - 5,605.50 1,785,191 1,790,894 

21 创世盈创 1.77% 3,274.50 - 3,274.50 1,042,834 1,046,166 

合计 90% 166,500.00 51,837.00 114,663.00 36,516,868 36,63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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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华铭智能根据上述权益分派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本

次交易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铭智能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华铭智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已履行必

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予以公告，华铭智能根据上述权益分派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及发行

数量，符合本次交易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调整股份发行价

格和数量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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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律师：                             

曾国林 

 

                                   签字律师：                     

张晓明                               

 

                                           2018 年 0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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