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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致: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的委托, 本所律师作为普

利特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关

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书》《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业绩异常或拟置出资产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关于上

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

见》《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法律意见书(一)》(以下合称

“已出具法律意见”), 现就本次交易中涉及之标的资产过户事宜进行核查, 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作的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法律

意见书。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普利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收购协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普利特的说明, 本次交

易系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海四达集团所持标的公司79.7883%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且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上市公司有权向标的公司增资不超

过 8 亿元, 用于标的公司“年产 2GWh 高比能高安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电源系统二期

项目”、“年产 12GWh 方型锂离子电池一期项目(年产 6GWh)”两个项目投入。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79.7883%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及未

来增资 8 亿元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87.0392%股权。 

 

二. 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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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利特内部的批准与授权 

 

1. 经本所律师核查, 普利特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上海普利特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融资方案并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重组上市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

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情形

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 经本所律师核查, 普利特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上海普利特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融资

方案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

十三条情形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

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和定价公

允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的公允性及合理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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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

阅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填补措施及

承诺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违约金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3. 经本所律师核查, 普利特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

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融资方

案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关于签

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补充协

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情形

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和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的公允性及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填补措施及承诺的议案》《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违约金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 交易对方海四达集团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22 年 4 月 25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2022 年 5 月 30 日, 

海四达集团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决议, 同意本次交易事宜, 并同意海四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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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与普利特、海四达电源、沈涛共同签订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协议。 

 

(三) 海四达电源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22 年 6 月 25 日、2022 年 7 月 2 日, 海四达电源分别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决议, 同意本次股

权转让事宜。 

 

(四) 其他监管机构的批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

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2]482 号), 决定对本次股权转让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2022 年 7 月 21 日起, 普利特可以收购标的公司 79.7883%股权。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普利特本次交易已依其进行阶段取得了法律、法规以

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相关批准和授权。 

 

三.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情况 

 

(一) 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启东市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8 月 5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20600608386159C 的《营业执照》以及海四达电源提供的其他

文件资料, 海四达集团已将其持有之海四达电源 79.7883%的股权转让予普利

特, 并已于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 交易对价的支付 

 

经本所律师核查, 并根据普利特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 普利特已依据《收购协

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 向海四达集团支付了本次股权转让的第

一期转让款 20,000 万元。普利特尚需根据《收购协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约定向海四达集团支付剩余转让款。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海四达集团所持有之海四达电源 79.7883%股权已变

更至普利特名下, 相应主管部门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普利特已依据《收购协议》

《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 向海四达集团支付了本次股权转让的第一期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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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万元。普利特尚需根据《收购协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海四达

集团支付剩余转让款。 

 

四. 本次交易后续的相关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的过

户手续办理完毕后,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办理如下后续事项:  

 

(一) 根据《收购协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文件, 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

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等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剩余转让款等。 

 

(二) 普利特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普利特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

易的后续事项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相关承诺全面履

行各自义务的情形下,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普利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收购协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普利特的说明, 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 上市公司有权向标的公司增资不超过 8 亿元, 用于标的公司“年产

2GWh 高比能高安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电源系统二期项目”、“年产 12GWh 方型锂

离子电池一期项目(年产 6GWh)”两个项目投入。 

 

五.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普利特本次交易已依其进行

阶段取得了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相关批准和授权;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

之标的资产已变更至普利特名下, 相应主管部门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普利特已

依据《收购协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 向海四达集团支付了本次股权转

让的第一期转让款 20,000 万元。普利特尚需根据《收购协议》《收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约定向海四达集团支付剩余转让款; 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相关

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形下, 本次股权转让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且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上市公司有权向标的公司增资不超过 8 亿元, 用于标的公司

“年产 2GWh 高比能高安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电源系统二期项目”、“年产 12GWh

方型锂离子电池一期项目(年产 6GWh)”两个项目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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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 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其

他材料一起上报及公告, 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夏慧君  律师 

 

 

郑江文  律师 

 

 

二〇二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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