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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六） 

                                                     

嘉源(2018)-01-349 

 

敬启者： 

受公司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本次发行与上市的特聘专项法

律顾问，并获授权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本所已就

公司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嘉源(2017)-01-205 号《律师工作

报告》、嘉源(2017)-01-206 号《法律意见书》、嘉源(2017)-01-341 号《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嘉源（2018）-01-055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嘉源（2018）

-03-066 号《专项核查意见》、嘉源（2018）-01-131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嘉源（2018）-01-161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嘉源（2018）-01-215《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前述《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统称为“原律师工作报

告及法律意见书”）。现本所就公司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2018

年 9 月 27 日，以下简称“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以来相关法律

事实变化情况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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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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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

中的定义一致。本所律师在原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之

依据。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与上市所需要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 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批准与授权未发生变化，公

司本次发行与上市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深交所的同意。 

二、 公司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作为本次发行与上市的主体资格未

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目前仍具备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与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首发办法》等法律法规，本所对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发行与上市的实质条件是否发生变化进行了逐

项审查，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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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及华普天健出具的会专字[2018]6085 号《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范建立了与现时经营

规模及业务性质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在所有重大方

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内部控制。公司本次发行与上市符合《首发办法》

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 [2018]6084 号《审计报告》、会专字

[2018]6085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经公司书面确认，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华普天健为公司本次发行

与上市的会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

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

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随意变更的情形。公

司本次发行与上市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3.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8]6084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9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总资产 458,682,945.69 380,515,186.80 323,266,645.85 256,902,479.40 

负债 140,285,259.94 135,445,609.11 107,971,942.74 100,681,433.88 

净资产 318,397,685.75 245,069,577.69 215,294,703.11 156,221,045.5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资产 
318,397,685.75 245,069,577.69 214,975,188.60 155,753,448.97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82,188,604.45 506,666,998.15 398,436,314.24 384,734,740.04 

净利润 73,328,108.06 67,664,374.58 77,443,657.59 61,025,677.5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73,328,108.06 67,664,374.58 77,591,739.63 61,183,166.35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 
74,653,722.86 65,575,337.57 75,374,184.70 61,252,08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778,239.46 78,947,236.85 77,686,771.03 50,350,179.67 

(1)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8]6084 号《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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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盈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项的规定。 

(2)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8]6084 号《审计报告》，公司资产质量

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公司本次发行与上市

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3) 公司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

低者为计算依据）累计金额超过 3,00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

超过 5,000 万元，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

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公司本次

发行与上市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4.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公司本次发行与

上市的其他各项实质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 

综上，经逐条核查，本所认为： 

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首发办法》等规定的本次发行与

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 公司的独立性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独立性方面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公司的

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独立于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生产、

供应、销售系统，具有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以及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五、 公司发起人或股东 

1. 鉴于公司申请本次发行与上市申请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经向全国

股转系统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 26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暂停转让。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未发生变化。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有股东已经中登北分依法登记并计入《证券持

有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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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亚世香港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JIA JITAO 持有亚世香港 100%

股权未发生变化，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亚世香港

和实际控制人 JIA JITAO 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六、 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未发生变化。 

七、 公司的业务 

1.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的经营

范围和经营方式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取得的资质和许可未

发生变化。 

八、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关联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二） 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增加一项经常性关联交易，为 2018 年 1-9 月

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 131.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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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无其他变化。 

（三） 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亚世香港、实际控制人

JIA JITAO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自营

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九、 公司拥有或使用的主要资产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或使用的主要资产未发生重大变

化。 

十、 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销售订单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公司在生产经营中的销售主要采取订单

方式，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对同一客户正在履行中的合计金额

在 500 万元以上的销售订单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订单金额 

（万元） 
订单标的 签订日期 

1 

GIGASET 
COMMUNICATIONS 

GMBH 

298.76 
TFT 模组 

2018.03.12 

289.09 2018.08.31 

2 

LCD-MIKRO 
ELEKTRONIK 

DR.HAMPEL & CO. 
GMBH 

214.11 

STN 模组 

2018.07.13 

256.33 2018.09.06 

233.85 2018.10.19 

3 
丰田通商先端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 

265.54 
STN 模组 

2018.05.22 

388.82 2018.06.04 

注：订单以美元计价，列表中的订单金额系根据订单签订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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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借款合同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不存在尚在履行的借款合同。 

（三） 金融衍生品交易协议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在履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协议如

下： 

1、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鞍山

分行”）签署的《衍生交易总协议》（编号：LN2014066），公司向中国银行鞍山

分行申请进行组合区间宝交易及办理外汇买卖掉期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组合区间宝交易申请书》（编号：WHQQ18017），公司向中国银行

鞍山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 2,500,000.00 美元的组合区间宝业务，约定不同到期

日的结汇汇率范围，具体情况如下： 

结售汇 币种 面值 协定汇率 到期日 交割日 

结汇 USD 2,500,000.00 
6.3860（K1） 

6.3861（K2） 
2018.03.19 2018.03.19 

结汇 USD 2,500,000.00 
5.2（K1） 

6.5（K2） 
2019.03.15 2019.03.15 

根据上述交易协议的约定，在到期日，如果美元即期汇率<K1，公司按照

K1 卖出美元，如果美元即期汇率>K2，发行人按照 K2 卖出美元，若 K1≤美元即

期汇率≤K2，双方不交割。 

2、根据公司提供的与兴业银行鞍山分行签署的《代客衍生品交易委托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兴业银行鞍山分行尚在履行中的金融衍

生品交易如下： 

序号 交易日 到期日 买入币种 卖出币种 执行汇率 交易金额（单位：美元） 

1 2018.05.16 2019.05.16 CNY USD 6.5 3,000,000.00 

2 2018.05.24 2019.05.23 CNY USD 6.6 1,000,000.00 

3 2018.06.20 2019.06.19 CNY USD 6.6 4,000,000.00 

4 2018.06.21 2019.06.20 CNY USD 6.7 2,000,000.00 

根据协议约定，如果到期日观察的参考价格大于执行汇率，则公司将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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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鞍山分行进行交易；如果到期日观察的参考价格小于或等于执行汇率，

则双方不进行交易。 

2018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人委托兴业银行鞍山分行进行远期结汇，在资金

交割日按约定汇率卖出美元，具体交易委托内容如下： 

序号 交易日 
拟卖出美元金额

（万美元） 
卖出币种 

买入

币种 

执行汇率 

（USD 兑 CNY） 
资金交割日 

1 2018.10.19 300 USD CNY 6.9270 2019.02.19 

（四） 其他重大债权债务 

1. 其他应收款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8]6084 号《审计报告》及公司书面确认，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共计 954,509.22 元（约占公

司同期资产总额的 0.21%）。按欠款方归集的 2018 年 9 月 30 日余额较大的其他

应收款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元） 

1 朱柏松 非关联方 备用金 750,000.00 

2 赵研 非关联方 备用金 50,863.23 

3 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 非关联方 代垫款项 44,740.89 

4 鞍山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非关联方 备用金 44,055.00 

5 张立新 非关联方 备用金 20,000.00 

合计 909,659.12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上述其他应收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发生。 

2. 其他应付款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8]6084 号《审计报告》及公司书面确认，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共计 425,560.00 元（约占公司同期资

产总额的 0.09%），主要是收购奇新安防少数股权应付的股权收购款以及应付员

工报销款。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上述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均

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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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重大侵权

之债。 

4.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综上，本所认为： 

1.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3.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

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一、 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发生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

册资本、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或重组等情形。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次发行与上市

外，公司不存在拟进行的合并、分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重大资产置换、资

产剥离或重大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划。 

十二、 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对现行《公司章程》或本次发行与上市

后适用的章程（草案）进行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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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计召开 1 次董事会、1 次监事会，未召

开股东大会。 

经本所适当核查，本所认为：公司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十四、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1.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兼职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兼职情况未发

生变化。 

2. 根据公司和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

核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不违反《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根据公司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

务负责人）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其他职务的情形，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 

综上，本所认为： 

1.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的交叉任职的情

况。 

十五、 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一） 税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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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适用的主要税种税

率情况未发生变化。 

2.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未发生变化。 

3.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在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期间均依法申报

纳税，未受到税务方面的重大行政处罚。 

（1）亚世光电 

2018 年 10 月 18 日，国家税务总局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出具书

面证明，证明亚世光电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已准期申报纳

税，无违法违章记录。 

（2）亚世鞍山 

2018 年 10 月 18 日，国家税务总局鞍山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出具书面证明，

证明亚世鞍山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已准期申报纳税，无违

法违章记录。 

（3）奇新安防 

2018 年 10 月 18 日，国家税务总局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出具书

面证明，证明奇新安防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已准期申报纳

税，无违法违章记录。 

（二） 财政补贴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未享受金额在 10 万元

以上的财政补贴。 

综上，本所认为：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种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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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依法纳税，未受过税务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 

十六、 公司的守法情况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 劳动保护 

1. 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奇新安防尚未正式运营、尚无全职员工，亚世光电及亚世鞍山签署劳动合同

的在册员工计 1,720 人。公司为签署劳动合同的在册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如下： 

时间 2018 年 9 月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员工总人数 1,720 1,789 1,614 1,510 

社会保险缴纳人数 

（公司缴纳部分） 
1,720 1,789 1,614 1,510 

社会保险缴纳人数 

（个人缴纳部分） 
1,353 1,317 1,167 1,115 

住房公积金缴纳人数 1,335 1,263 1,125 1,067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为

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公司负担的社会保险按照工资总额及缴纳比

例已足额缴纳；个人负担部分存在部分人员未缴纳的情况，未缴纳的主要原因包

括：因员工入职正在办理缴纳手续、个人无需缴纳和自愿放弃缴纳等。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公司从 2015 年 7 月开始为员工办理

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手续。存在部分员工未缴纳的情况，主要原因包括：因员工入

职正在办理缴纳手续、个人无需缴纳和自愿放弃缴纳等。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除因员工入职正在办理缴纳手续的情形外，报告期内，

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未缴原因及人数 2018 年 9 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2015 年末 

无需缴纳社会保

险、住房公积金 

退休返聘人数 16 10 8 5 

在其他单位缴

纳人数 
5 5 7 7 

个人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人数 346 429 432 383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5-1-1-14 

未缴原因及人数 2018 年 9 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2015 年末 

个人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

数 
364 461 474 431 

2. 守法证明 

（1） 社保守法情况 

2018 年 10 月 23 日，鞍山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出具书面证明，证明亚世光电

自 2018 年 7 月至证明出具之日，已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为员工办理了失业

保险登记，并按照法定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用。 

2018 年 10 月 23 日，鞍山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出具书面证明，证明亚

世光电在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注册参加了各项保险，并列示了 2018 年 7 月

至 2018 年 9 月亚世光电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的具体金额。 

2018 年 10 月 23 日，鞍山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出具书面证明，证明亚世鞍山

自 2018 年 7 月至证明出具之日，已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为员工办理了失业

保险登记，并按照法定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用。 

2018 年 10 月 23 日，鞍山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出具书面证明，证明亚

世鞍山在市社保局注册参加了各项保险，并列示了 2018 年 7 月至 2018 年 9 月

亚世鞍山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的具体金额。 

（2） 住房公积金守法情况 

2018 年 10 月 18 日，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办事处出具证明，证

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亚世光电为员工按规定的缴费比

例按时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不存在欠缴情况，不存在因住房公积金缴存事宜而

被追缴或被政府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与本中心也无任何相关争议。 

2018 年 10 月 18 日，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办事处出具证明，证

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亚世鞍山为员工按规定的缴费比

例按时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不存在欠缴情况，不存在因住房公积金缴存事宜而

被追缴或被政府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与本中心也无任何相关争议。 

（3） 劳动保障守法情况 

根据鞍山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局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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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光电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一直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任何违反有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为或记录，亦不存在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而受到任何行政处罚的情形，未发生劳动用工方面的争议或纠纷，亦不存在

因劳动用工问题正在被调查或可能受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鞍山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局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亚

世鞍山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一直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任何违反有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为或记录，亦不存在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而受到任何行政处罚的情形，未发生劳动用工方面的争议或纠纷，亦不存在

因劳动用工问题正在被调查或可能受行政处罚的情形。 

3. 员工自愿放弃声明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上述公司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均

已签署《声明》，内容如下：本人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属于公司员工。公司

已向本人告知了可以申请办理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下合称“社会保险”）。但为方便本人就近缴纳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本人申请和确认由本人自行缴纳社会保险。综上，本人确认

不在工作地点缴纳社会保险，承诺自行办理和缴纳社会保险。因本人放弃此项权

利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及后果与公司无关。本人同意将本声明作为公司

与本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本人若后续有意愿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将按

照法律法规规定与公司协商办理。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上述公司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

均已签署《声明》，内容如下：本人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属于公司员工。公

司已向本人告知了可以申请办理缴纳住房公积金。但由于本人个人原因，因此本

人申请和确认不在工作地缴纳住房公积金。综上，本人确认不在工作地点缴纳住

房公积金。因本人放弃此项权利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及后果与公司无关。

本人同意将本声明作为公司与本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本人若后续有意

愿继续缴纳住房公积金，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与公司协商办理。 

（二） 环境保护 

经本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www.zhb.gov.cn）、辽宁

省环境保护厅网站（ http://www.lnepb.gov.cn）、鞍山市环境保护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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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sepb.gov.cn ）、 鞍 山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网 站

（http://www.asht-zone.gov.cn/index.action）的检索及公司书面确认，自《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亚世光电、亚世鞍

山、奇新安防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三） 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标准 

2018 年 10 月 22 日，鞍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书面

证明，证明亚世光电自 2018 年 7 月 4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对相关产品质量进行定期检查，产

品质量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产品质量管理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其所从事的生产及

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要求，不存在因产品质量问

题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亦不存在正在被调查或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018 年 10 月 26 日，鞍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出具书面证明，

证明亚世鞍山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产品质

量符合相关标准，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证明开具之日，未发现其产品质量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且未有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情况。 

2018 年 10 月 22 日，鞍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书面

证明，证明奇新安防自 2018 年 7 月 4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2 日，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对相关产品质量进行定期检查，产

品质量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产品质量管理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其所从事的生产及

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要求，不存在因产品质量问

题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亦不存在正在被调查或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 

1.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劳动用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对于公司部分员工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以及 2015 年 7 月 1 日以前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况，鉴于该等员工已

出具自愿放弃缴纳的书面确认，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相关承诺，

承诺保证连带承担或补偿发行人因此可能产生的全部费用或损失，因此该等情形

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不利影响。 

2.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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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没有因违反环境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没有因违反有关

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 公司的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出变更。 

十八、 公司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十九、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的董事长及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 公司招股书法律风险评价 

本所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制作，但参与了对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并对其作了

总括性的审阅，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及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作了特别审查。 

本所认为，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已就有关法律事项作了更新，不会因引

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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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5-1-1-19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为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的签署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  斌________ 

 

经办律师： 易建胜________ 

 

            刘  静________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