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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            

实际控制人认定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致：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电子控股”或“贵司”） 

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接受贵司的委

托，就贵司通过青岛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以下简称“本次

增资”）完成后贵司的实际控制人认定之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贵司向本所提供的

文件（本所并未对该等文件中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重要事实做独立调查）以及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

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法律的理解，经审慎查验后发表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未对有关会计、审

计、税务和资产评估等事项发表任何意见。对于本所无法独立查验的事实，本所

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会计师事务所和贵司出具的确认、说明或其他文件。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审查了贵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并对有关方进行了访

谈。该等文件或访谈包括且仅包括： 

(1) 贵司、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集团公司”）、上海海丰航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丰”）、青岛新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岛新丰”）签署的《关于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2) 海信集团公司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海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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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3) 青岛员利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员利信息”）出具的《非

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利信息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4) 青岛恒信创势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电子”）出具的《非

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恒信电子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5) 青岛新丰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青岛新丰非一

致行动人承诺函》”）； 

(6) 上海海丰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上海海丰非一

致行动人承诺函》”）； 

(7) 本所律师对青岛新丰的访谈； 

(8) 本所律师对海信电子控股的访谈； 

(9) 海信电子控股直接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以下简称“《自然人股东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10) 青岛员众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众兴”）出具的《非

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众兴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11) 青岛员永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永兴”）出具的《非

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永兴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12) 青岛员享一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享一号”）出具的

《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享一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 

(13) 青岛员享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享二号”）出具的

《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享二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 

(14) 青岛员享三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享三号”）出具的

《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享三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 

(15) 青岛员享四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享四号”）出具的

《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享四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 

(16) 青岛员享五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员享五号”）出具的

《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以下简称“《员享五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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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海信集团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国资委[2020]77 号，以下简称

“《混改实施方案通知》”）； 

(18)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海信电子产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的批复》（青华通[2020]253 号，以

下简称“《华通批复》”）； 

(19)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股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员工股份办法》”）； 

(20) 海信电子控股现行有效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后拟签署的公司章程及本

次增资完成后的股东名册。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我们作出如下假定： 

(1) 提供给我们的文件或访谈说明均真实、完整、有效，未被变更、取消

或被其他未向我们披露的文件所取代；拟签署的文件将被相关方妥善

签署并生效实施； 

(2) 所有签署文件的主体均具有签署文件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提供

文件中的所有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任何已签署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

各方正当授权的代表妥为签署；任何尚未签署的文件将在不产生足以

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的修改的前提下由相关当事各方正当授权的

代表妥为签署； 

(3) 所有提供给我们的文件原件都是可信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和扫描件

均与原件相符； 

(4) 所有提供给我们的文件上的签字、印鉴及公章都是真实的； 

(5) 所有文件有关的，所有必需的任何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同意、授权、

许可、批准、豁免或认可，以及必须完成的登记或申请，均已取得或

完成；及 

(6) 所有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

隐瞒、疏漏或偏差之处；除《增资协议》、《海信集团非一致行动人承

诺函》、《员利信息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青岛新丰非一致行动人承

诺函》、《上海海丰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自然人股东非一致行动人

承诺函》、《员众兴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永兴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员享一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享二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员享三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享四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

函》、《员享五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混改实施方案通知》、《华通

批复》、《员工股份办法》、海信电子控股现行有效公司章程及本次增资

后拟签署的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后的股东名册、本所律师对青岛新丰、



 

4 
 

海信电子控股的访谈及其所述内容以外，不存在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

书的事实或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i) “中国法律”是指所有由中国政府颁发或公布的现行有

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法令、命令、裁定、公告、通知、司法解释以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ii) “中国政府”是指中国的任何国家级、省级或地方政府、监

管或行政机关、代理机关或委员会，或任何中国法庭、裁判机关或任何其他司法

或仲裁机构，或中国任何实施或有权实施任何行政、司法、立法、政策、监管或

税务或任何性质权力的机关；(iii) “批准”是指由中国政府或任何中国法律所要求

的所有批准、同意、豁免、制裁、证书、授权、备案、披露、登记、免除、许可、

认可、年检、资质、许可证或执照等。 

 

基于上述，本所按照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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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 

（1）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的股权结构 

根据《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拟签署的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完成

后，贵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海信集团公司 6,464.3670 26.79 

2.  员利信息 1,652.7405 6.85 

3.  恒信电子 738.52 3.06 

4.  上海海丰 638 2.64 

5.  青岛新丰 5,877 24.36 

6.  员众兴 278.7159 1.16 

7.  员永兴 59.9754 0.25 

8.  员享一号 119.6263 0.50 

9.  员享二号 79.3757 0.33 

10.  员享三号 44.1697 0.18 

11.  员享四号 44.735 0.19 

12.  员享五号 15.486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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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骨干员工岗位激励股东（168 人） 8,114.7503 33.63 

合  计 24,127.4624 100.00 

注：根据海信电子控股的访谈确认，“岗位激励股东”是指直接或间接持有

海信电子控股股份的在岗骨干员工股东，其中直接持股的在岗骨干员工股东 168

名，通过员利信息、员众兴、员永兴、员享一号、员享二号、员享三号、员享四

号、员享五号、恒信电子等持股平台间接持股的在岗骨干员工股东 320 余名，直

接持股与间接持股的在岗骨干员工股东相互不重合、不交叉。 

（2）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的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拟签署的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完成

后，海信电子控股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海信集团公司推荐两名董事候选人，

战略投资者青岛新丰与上海海丰推荐两名董事候选人，董事会过半数推荐一名独

立董事候选人，其余四名董事候选人提名方法如下：①本次增资后首届董事会的

四名董事候选人，由海信电子控股现任董事会三名成员、华通集团推荐的两名董

事候选人、战略投资者推荐的两名董事候选人组成筹备组，由筹备组四分之三以

上通过，从现任经营管理骨干优秀成员中推选四名作为董事候选人，提交海信电

子控股股东大会选举；②自本次增资后第二届董事会开始，由海信电子控股董事

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从现任经营管理骨干优秀成员中推选四名作为董事候选人，

提交海信电子控股股东大会选举。海信电子控股董事长经海信电子控股过半数的

董事选举产生，且由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 

根据《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拟签署的公司章程及对贵司的访谈

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海信集团公司持有海信电子控股的股权比例下降为

26.79%，与战略投资者青岛新丰和上海海丰合计所持海信电子控股的股权比例近

似，海信电子控股不存在任何单一股东（含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超过 30%，或

可以控制海信电子控股超过 30%表决权；海信电子控股无任何单一股东（含一致

行动人）能决定海信电子控股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并控制董事会。 

基于上述并经《海信集团公司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

从海信电子控股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来看，海信集团公司未能对海信电子控股

形成有效控制，在法律上及事实上不再享有对海信电子控股的控制权。 

 

2、 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各股东间的一致行动情况 

（1）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司及各股东关于一致行动情况的确认 

1）根据本所律师对海信电子控股的访谈，海信电子控股确认海信集团公司、

战略投资者（除青岛新丰与上海海丰为一致行动人外）、岗位激励股东各股东之

间、各股东与电子控股之间均不会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类似一致行动安排的协议，

均不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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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海信集团公司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海信集团公司承诺，其与海

信电子控股本次增资后的其他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根据《员利信息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利信息承诺，员利信息及通过

员利信息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

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4）根据《恒信电子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恒信电子承诺，恒信电子及通过

恒信电子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

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5）根据《员众兴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众兴承诺，员众兴及通过员众兴

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青岛新丰、

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6）根据《员永兴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永兴承诺，员永兴及通过员永兴

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青岛新丰、

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7）根据《员享一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享一号承诺，员享一号及通过

员享一号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

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8）根据《员享二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享二号承诺，员享二号及通过

员享二号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

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9）根据《员享三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享三号承诺，员享三号及通过

员享三号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

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10）根据《员享四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享四号承诺，员享四号及通

过员享四号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

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11）根据《员享五号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员享五号承诺，员享五号及通

过员享五号持股的岗位激励股东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包括海信集团公司、

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其他岗位激励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12）根据《自然人股东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该等直接持股的岗位激励股

东承诺，其与海信电子控股的其他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13）根据本所律师对青岛新丰的访谈及《青岛新丰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青岛新丰确认、承诺，其与上海海丰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其与海信电

子控股本次增资后的其他股东中的任何一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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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上海海丰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上海海丰承诺，其与青岛新丰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其与海信电子控股本次增资后的股东中的任何一

者均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岗位激励股东一致行动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对海信电子控股的访谈，以及海信电子控股本次增资后拟签署

的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完成后的股东名册，本次增资完成后，岗位激励股东虽然

合计持股比例超 40%，但岗位激励股东人数达 480 余人，所持股权分散，单一岗

位激励股东对海信电子控股的最高持股比例不超过 7%，且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首先，在海信电子控股现行有效公司章程及本次增资后拟签署的公司章程中规定

岗位激励股东不得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其次，岗位激励股东在参与表决时均可按

照各自意愿投票，海信电子控股现行机制及本次增资后拟签署的公司章程中的投

票机制规定通过持股平台持股的自然人的表决意见需穿透统计提报给海信电子

控股股东大会计算，而不是持股平台视为一个股东按一个意见进行表决。 

基于上述，青岛新丰、上海海丰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本次增资

后，海信集团公司、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岗位激励股东各股东之间均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根据本所律师对海信电子控股的访谈、本次增资后拟签署的公司章程、《员

工股份办法》，经海信电子控股股东大会审批的现行制度以及本次增资后拟签署

的公司章程中规定，海信特色的岗位股权激励制度基本原则是“依岗定股、岗在

股在、离岗退股、循环激励”，其最大的特点是循环激励，股权不可继承、不可

自由转让，始终用于激励在岗骨干员工，不是将岗位激励股权固化给特定股东，

在岗位激励股东离开岗位时必须退出股份，且在岗骨干员工均不得超过规定的持

股标准持股，不会造成股权向少数股东集中，岗位激励股东不会形成一致行动关

系。 

 

3、 海信集团公司及贵司相关人员身份变动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对海信电子控股的访谈、《海信集团公司非一致行动人承诺函》，

由青岛市委组织部任命的海信集团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海信集团

公司向海信电子控股委派的代表国有股东的现任董事，将不再保留代表国有股东

的市管干部身份，将不在海信集团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再是海信集团公司的

员工，均为职业经理人任职于海信电子控股，均不再代表国有股东。同时，本次

增资后海信集团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委派至海信电子控股的董

事、监事不重合。 

 

4、 国有股东对私有化控制海信电子控股具有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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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混改实施方案通知》，“市属国有资本股东对非国有股东提出私有化控

制海信电子控股的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本次增资后拟签署的海信电子控

股公司章程，“国有股东对非国有股东提出私有化控制公司的决策拥有一票否决

权。私有化控制公司的决策事项是指：（一）任何单一股东（含一致行动人）持

股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的决策事项；（二）任何单一股东（含一致行动人）委

派董事的数量超过董事会半数席位的决策事项”。 

 

 

5、 本所律师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增资完成后，海信电子控股不存在任何单一股东（含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超过 30%，或可以控制海信电子控股超过 30%表决权；无任何单一股

东（含一致行动人）能决定海信电子控股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并控制董事

会； 

（2）从海信电子控股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来看，海信集团公司未能对海

信电子控股形成有效控制，且海信集团公司确认在本次增资完成后，其在法律和

事实上不再拥有对海信电子控股的控制权； 

（3）青岛新丰、上海海丰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本次增资后，

海信集团公司、青岛新丰、上海海丰、岗位激励股东各股东之间均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4）海信集团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海信集团公司向海信电

子控股委派的代表国有股东的现任董事将不再保留代表国有股东的市管干部身

份，均为职业经理人任职于海信电子控股；本次增资后海信集团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委派至海信电子控股的董事、监事不重合； 

（5）海信电子控股市属国有资本股东对非国有股东提出私有化控制海信电

子控股的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综上所述，本次增资完成后，海信电子控股将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实际控

制人认定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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