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可立克”或“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已出

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之法律意见书》及修订稿（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

及修订稿（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

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 

现本所就发行人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以下简称

“新增报告期间”）或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至本《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期间（以下简称“补充核查期间”）发生的重大变化，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一致之

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明确，本所在《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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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中国证监

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

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

阅并确认。 

本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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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反馈意见》回复的更新 

根据回复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211791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发生的事实及变化，本所律师对《补充

法律意见书》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核查并进行了更新，更新内容具体情况如

下： 

一、 《反馈意见》问题 1：根据申报文件，申请人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李东海

持有的海光电子 10%股权。上述交易完成后，申请人将取得海光电子控制

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及目前进展。

请保荐机构及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项，发

行人已向海光电子增派一名董事，海光电子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除上述事项外，《补充法律意见书》关于《反馈意见》问题 1 的回复内容未

发生实质性变化。 

二、 《反馈意见》问题 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及控股和参股公司，经

营范围是否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是否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是

否持有储备住宅或商业用地，是否存在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对于 A219－0019 地块，2022 年 7 月 29 日，发行人已与深圳市宝安区福

永街道办事处签订《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国有已出让用地收回安

置补偿协议》，协议中约定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事处收回公司 A219-

0019 地块，并给予发行人建筑面积为 4,000.92 平方米的新型产业用房作

为安置房。 

发行人对海光电子的持股比例由 54.25%变更为 64.25%。 

除上述事项外，《补充法律意见书》关于《反馈意见》问题 2 的回复内容未

发生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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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对《法律意见书》的更新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 2022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2. 2022 年 3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3. 2022 年 3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全部议案。 

4. 2022 年 7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同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以及部分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进

行调整。 

5. 2022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同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

得出，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10%，按照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76,723,227 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

过 47,672,322 股（含本数）。若公司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或股

权激励、股票回购注销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时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2）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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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543.5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 

1 
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

目 
24,137.05 20,633.50 

2 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15,306.04 1, 910.00 

合计 39,443.10 22,543.5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经营状况和业务规划，利用自筹资金对募

集资金项目进行先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对前期

投入部分予以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投

入的资金总额，公司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

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金额，募集

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

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根据发行人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文件，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

获得发行人内部必要的批准及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尚待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 

二、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设立时取得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其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440306503275841）、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

下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356 号）、深交所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深

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5]522 号）、发行人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以

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示系统查询，发行

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且其所发行的股票已在深交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

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具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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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出

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发行股份，符合《证券法》第九条第

三款的规定。 

2.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同一类别股份，即人民币普通股（A 股），同股同权，

每股的发行价格和条件相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机构投资者，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和《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 

2.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安排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股权

激励、股票回购注销等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

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

条第（一）项和《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安排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符

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和《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4.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4.1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

书面确认及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5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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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性

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该等项目预计投

资金额合计 39,443.1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22,543.50 万元。据此，

上述计划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求总量，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

（一）项的规定。 

4.2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

资金的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4.3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

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

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并非用以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

资，也并非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4.4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发行人、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的

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

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该等项目实施

后，不会与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发行人生产

经营的独立性，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4.5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建立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人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

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和

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5.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发行人控制权的影响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

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及其一致行动人顾洁、肖瑾合计间接控制公司 64.42%的

股份。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肖铿及

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制公司股权比例为 58.57%，肖铿仍为发行人的实际控

制人。据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不涉及《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所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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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行人的规范运行、财务与会计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2 年半年度报告》）、境外法律意

见书、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本次发行方案等相关文件及发行人

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证监会网站、深交所网站、

信用中国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网站核查及访谈发行人

财务负责人，发行人不存在如下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符合《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6.1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6.2 发行人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6.3 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6.4 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6.5 发行人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6.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6.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三) 本次发行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

要求（修订版）》 

根据发行人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文件及本次发

行方案、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深圳

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本次发行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

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 

1.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

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符合“上市公司应综合考虑现有货

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未来流动资金需求，合理确

定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规模。”的要求。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543.50 万元（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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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符合“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的要

求。 

3. 鉴于可立克的前次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全部到位，可立克本次非

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2 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

的时间间隔不少于 18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申请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

18 个月”的要求。 

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

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

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的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具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条件。 

四、 发行人的设立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设立的程序、条件和方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发行人于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公告、近三年定期报告、近三年审计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内

部控制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产权属或使用证明文件等资料、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提供的调查表、发行人的内部治理制度、组织架构图等文件以及

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

力，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六、 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 发行人的前十大股东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国结算提供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

信用账户前 N名明细数据表》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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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盛妍投资 151,500,000 31.77 

2 可立克科技 144,645,977 30.33 

3 鑫联鑫 11,016,217 2.31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成长领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5,300 0.59 

5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展博多策略 2 号

基金 

2,671,500 0.56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71,573 0.54 

7 张玉华 2,545,150 0.53 

8 上海冲积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冲积金

选中国优势行业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266,200 0.48 

9 上海冲积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冲积积

极成长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014,750 0.42 

10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2,010,700 0.42 

(二) 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盛妍投资、可

立克科技。其中，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盛妍投资，可立克科技为盛妍投资的

一致行动人，盛妍投资、可立克科技均为发行人的发起人。此外，鑫联鑫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肖铿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规定，亦为盛妍投资的一致行动人。该等主体的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

见《律师工作报告》“六/（二）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盛妍投资、可立

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鑫联鑫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发行人股东

的资格。根据中国结算提供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

明细数据表》《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以及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

报告》，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发

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或者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三)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肖铿，肖铿的母亲顾洁、胞妹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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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为肖铿的一致行动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实际控制人肖铿通过盛

妍投资、鑫联鑫分别间接控制发行人 31.77%、2.31%的股份；肖铿的一致

行动人顾洁、肖瑾通过可立克科技间接控制发行人 30.33%的股份；肖铿及

其一致行动人顾洁、肖瑾合计间接控制发行人 64.42%的股份。按照本次非

公开发行数量上限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肖铿合计控制的发行人

股权比例为 58.57%，仍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

会导致发行人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发行人现持有效之《公司章程》、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

录公示系统查询，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股本变化情况如下： 

就 2022 年 7 月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八、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示

系统查询，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

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之外从事经营的情况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

间，《律师工作报告》“八、发行人的业务”之“（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之

外从事经营的情况”披露的发行人 3 家境外子公司的业务经营及基本情况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 发行人的业务变更情况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

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

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电源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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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和电感等磁性元件类产品以及电源适配器、动力电池

充电器和定制电源等开关电源类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 2019 年

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08,096.82

万元、124,511.06 万元、156,039.68 万元及 98,950.19 万元，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发行人

当期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 97.43%、97.28%、94.63%及 95.31%。据此，

本所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五) 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

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以及市场和质量监督、税务、劳动、社保、

公积金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示系统、中国裁

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等网站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有效存续，最

近三年未受到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行

政处罚，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 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等规定，发行人近三年定期报告、近三年审计报告、《2022 年半年度

报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调

查表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示系统等网站

查询，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如下： 

1. 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 

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盛妍投资、可立克科技，其中，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为盛妍投资，可立克科技和鑫联鑫为盛妍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盛妍投资、可立克科技、鑫联鑫的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六/（一）

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2.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肖铿，肖铿的母亲顾洁、胞妹肖瑾为肖铿的一致行

动人。肖铿的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六/（二）发行人的实际控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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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其配偶、父母及

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亦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3.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详见《律师工作报告》“十五、发行

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此外，与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即其

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亦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4. 发行人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盛妍投资以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示

系统查询，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盛妍投资的执行董事

为肖铿，总经理为肖铿的配偶苗妍，监事为柳愈。 

5. 发行人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盛妍投资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示系统查询，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盛妍投资未控制除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外的其他企业。 

6. 上述第 2、3、4 项所列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

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登录

公示系统查询，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第 2、3、4 项所列人员直接

或间接控制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及上述已披露企业外的其他企业主要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能睿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顾洁、发行人董事肖瑾

均担任董事且顾洁、肖瑾合计持有 100%

股权 

2 
深圳市能诺威科技有限

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顾洁担任董事长、发行

人董事肖瑾及其配偶方兴担任董事 

3 盛弘股份及其下属企业 

发行人董事肖瑾配偶方兴作为实际控制

人之一，方兴同时担任盛弘股份的董事

长和总经理，肖瑾担任盛弘股份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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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车电动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总经理肖

铿的配偶苗妍担任董事 

5 
广州旭成企业管理服务

工作室 
发行人独立董事唐秋英 100%持股 

6 
深圳兄弟足球投资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阎磊持股 100%并担任执

行董事 

7 
重庆溯源（深圳）律师事

务所 
发行人独立董事阎磊担任主任合伙人 

7. 发行人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共计 11 家，合

并报表范围外的重要子公司 2 家，具体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十/（六）

对外投资”。 

8. 其他关联方 

除上述外，报告期内曾经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员及其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亦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方，曾任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员及其曾于发行人任职的情况详见《律师工作报告》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此外，发行人报告

期内的其他关联方还主要包括：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惠州市可立克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报告期内曾为发行人一级子公司 

2  深圳艾菲斯特商贸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柳愈曾任执行董事和总经

理 

3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唐秋英报告期内曾任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 

4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

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唐秋英报告期内曾任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顾问 

5  
赣州盛欣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发行人董事肖瑾配偶方兴报告期内曾

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6  
赣州千百盈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发行人董事肖瑾配偶方兴报告期内曾

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二) 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与关联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或订

单、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财务数据以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

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主要关联方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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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经常性关联交易 

1.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未向关联方采购产品或接受服务。 

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存在向董事肖瑾之配偶方兴控制的企业盛弘股份销

售变压器的关联交易，具体金额为 1,559.74 万元。 

1.2 关联租赁 

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不存在新增关联租赁。 

2. 偶发性关联交易 

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不存在新增偶发性关联交易。 

3. 报告期内关联方往来余额 

3.1 应收项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对关联方的应收项目为基于关联销售对盛

弘股份的应收账款，具体金额为 2,024.37 万元。 

3.2 应付项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无对关联方的应付项目。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

行人关于预计 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以及其他有关关

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关联交易协议、发行人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公允

性及合法性等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以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

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就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有关关联方在审议相应关联交易时均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有关关联交易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

关联交易是基于诚实公允及商业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非

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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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

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

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中规定了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分别在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时的回避制度和决策程序，规定了独立董事

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及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书面意

见。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治理文件中已明确了关

联交易决策的程序。 

(四) 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发行人、发行人

控股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五)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经核查，《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九、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五）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披露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盛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可立

克科技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肖铿及其一致行动人顾洁、肖瑾出具的《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未发生变化。 

本所认为，上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的情形，对承诺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 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间，除下列情形外，《律师

工作报告》正文“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一）土地使用权”披露的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对于 A219－0019 地块，2022 年 7 月 29 日，发行人已与深圳市宝安区福

永街道办事处签订《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国有已出让用地收回安

置补偿协议》，协议中约定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事处收回公司 A219-

0019 地块，并给予发行人建筑面积为 4,000.92 平方米的新型产业用房作

为安置房。 

(二) 自有房产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间，《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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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二）自有房产”披露的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在中国境内拥有的自有房产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 租赁物业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间，《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三）租赁物业”披露的发行人及其境内子

公司在中国境内向第三方承租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物业情况未发生变

化。 

(四) 知识产权 

1. 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网站查询，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未新增取得

已领取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发的商标注册证书的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在中国境外未

新增取得已注册的商标权。 

2. 专利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

站查询，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新增取得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核发的专利证书的专利 7 项，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

件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报告期内在中国境内新增的专利”。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在中国境外未

新增取得专利。 

3. 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间，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新增取得软件著作权。 

4. 域名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间，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新增取得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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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

行人提供的主要生产设备的清单，并经本所律师抽查部分购买合同和发票，

以及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生产设备、运输设备和办公设备

等。 

(六) 对外投资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示系统查询，新

增报告期间及补充核查期间，除下列情形外，发行人对外投资情况未发生

变化： 

关于海光电子，发行人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自然人李东海所持有的海光

电子 10.00%股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支付完毕股

权转让款项，海光电子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并经查询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拉意见书

出具之日，海光电子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海光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91285B 

成立日期 1988年04月04日 

经营期限 1988年04月04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 5 号科苑西 24 栋东段 4 层B16 室（仅限办

公） 

法定代表人 魏晋峰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各类电子变压器、电感器及其专用仪器设备（生产场

地执照另办）；承接通信网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工程；自营本

系统自产产品出口和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进

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703 号办理）；（以上各项不含限制

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2015年11月20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可立克 321.25 64.25 

2  魏晋峰 1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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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浩 78.75 15.75 

合计 500.00 100.00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

行人提供的重大采购、销售、融资及担保合同相关协议等文件、中国人民银

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等资料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通过对发行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核查，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 采购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采购订单等资料及其出具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与主要供应商通过签订采购订单的形式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漆包线、

磁芯、矽钢片等原材料；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

抽查相关订单，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同一供应商签订的订单格式基本一致。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其 2022 年 1-6 月的前五大供应商（以集团口径统计）

报告期内签署的采购订单示例如下： 

序号 订单编号 卖方 买方 
采购商

品 
订单金额 订单日期 

1 5300096566 

广东精达里

亚特种漆包

线有限公司 

惠州可立

克电子 
漆包线 

538,241.90

元 
2021.01.24 

2 

BJ-
20220216001-
CLICK-6310-

6320 

深圳市宝积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越南子公

司 

电阻、

螺钉、

电源线

等 

132,684.51

美元 
2022.02.26 

3 5300106205 

东莞市永志

诚线材有限

公司 

惠州可立

克电子 

包膜方

线、绞

合线 

1,560,256.86

元 
2021.05.10 

4 5300101375 

广州天顺电

工器材有限

公司 

惠州可立

克电子 
漆包线 

770,000.00

元 
2021.03.23 

5 5300117294 

深圳市铂科

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惠州可立
克电子 

磁芯 
196,182.15

元 
2021.09.13 

2. 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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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销售订单等资料及其书面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主

要客户通过签订订单的形式向主要客户销售磁性元件等产品；根据发行人

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抽查相关订单，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同一

客户签订的订单格式基本一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其 2022 年 1-6 月的

前五大客户（以集团口径统计）报告期内签署的销售订单示例如下： 

序

号 

订单名称/

编号 
客户 

签订主

体 

销售

产品 
订单金额 

订单日

期 

1 
GV3-

8540945-0 

Techtroni
c 

Cordless 
GP 

香港可

立克 

电源

类产

品 

5,169,254.

40 港元 
2021.08.

28 

2 
310090831

5 

群光电能

科技（重

庆）有限

公司 

惠州可

立克电

子 

变压

器 

1,628,623.

50 元 
2021.06.

27 

3 
450006178

7 

科世达

（上海）

机电有限

公司 

惠州可

立克电

子 

变压

器 

95,250.00

元 
2021.08.

02 

4 
HWSU211

125047 

苏州禾望

电气有限

公司 

惠州可

立克电

子 

变压

器 

12,690,000

.00 元 
2021.11.

25 

5 / 

深圳市世

纪云芯科

技有限公

司 

订单中

未显示 

电源

类产

品 

订单中未显

示 

2021.05.
18 

3. 融资、担保合同 

①授信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授信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022 年

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存在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授信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债

务

人 

债权

人 

授信金

额 
授信期限 担保 

1  

授信协议（流动资金类

授信）

（EWCN/2021/CN007

3） 

可立

克、

惠州

可立

克电

华美银

行（中

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1,000

万美元 

协议签署

生效之日

起 24 个

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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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债

务

人 

债权

人 

授信金

额 
授信期限 担保 

子 行 

2  

授信协议（流动资金类

授信）

（EWCN/2020CN007

5）、变更协议（流动

资金类授信）

（EWCN/2020CN007

5-AME001） 

可立
克 

华美银

行（中

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行 

1,000

万美元 

协议签署

生效之日

至变更协
议签署生

效之日起

24 个月

止 

无 

3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

公授信字第沙井

22002 号） 

可立

克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行 

5,000

万元 

2022.04.
19-

2023.04.
19 

无 

4  
综合授信协议《编号：

ZH78242206001》 

可立

克 

中国光
大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行 

20,000

万元 

2022.06.
20-

2023.06.
19 

无 

5  

额度授信合同（兴银深

宝授信字（2022）第

006 号） 

惠州

可立

克科

技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10,000.

00 万元 

2022.02.
21-

2023.01.
26 

无 

6  
综合授信合同

（0694166） 

惠州

可立

克科

技 

北京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3,000.0

0 万元 

2021.08.
23-

2023.08.
22 

无 

7  
综合授信合同（交银深

南山综字 1228b 号） 

惠州

可立

克科

技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5,000

万元 

2021.12.
29-

2023.12.
24 

发行

人提

供保

证担

保 

8  

综合授信协议
(ZH78242206001-2 转

授权) 

惠州

可立

克科

技 

中国光

大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万元 

2022.06.
24-

2023.06.
19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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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债

务

人 

债权

人 

授信金

额 
授信期限 担保 

深圳分

行 

9  

综合授信合同（交银深

南山综字 1228a 号）
（注） 

惠州

可立

克电
子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5,000

万元 

2021.12.
29-

2023.12.
24 

发行

人提

供保
证担

保 

10  

综合授信协议

（ZH78242206001-1

转授权） 

惠州

可立

克电

子 

中国光

大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行 

10,000

万元 

2022.06.
24-

2023.06.
19 

无 

11  

授信协议

（755XY2022002469

） 

可立

克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10,000

万元 

2022.01.
24-

2023.01.
23 

无 

注：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后续系通过向银行

提交申请书实际使用额度，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惠州可立克电子已使用 1,829.26

万元额度。 

②借款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借款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022 年

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存在的尚未履行完毕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债务

人 
债权人 

借款金

额 
借款期限 担保 

1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

同（公流贷字第

ZX21000000334485

号） 

惠州

市可

立克

科技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行 

1,643.

42 万

元 

2021.10.
27-

2022.07.
22 

无 

2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

同（公流贷字第
ZX21000000340239

号） 

惠州

市可

立克

科技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1,191.

27 万

元 

2021.11.
25-

2022.07.
2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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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名称及编号 

债务

人 
债权人 

借款金

额 
借款期限 担保 

深圳分

行 

3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

同（公流贷字第

ZX21000000346058

号） 

惠州

市可

立克

科技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行 

161.46

万元 

2021.12.
27-

2022.07.
22 

无 

4 
借款合同

（0715296） 

惠州

市可
立克

科技 

北京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479.23

万元 

首次提款

日起 1 年

（首次提

款日为

2021.12.

16） 

无 

5 
借款合同

（0716155） 

惠州

市可

立克

科技 

北京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267.48

万元 

首次提款

日起 1 年

（首次提
款日为

2021.12.

21） 

无 

6 
借款合同

（0717703） 

惠州

市可

立克
科技 

北京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994.76

万元 

首次提款

日起 1 年

（首次提

款日为
2021.12.

28） 

无 

7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兴银深宝流借字
（2022）第 006 号） 

惠州

市可

立克
科技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2,000.

00 万

元 

2022.05.
27-

2023.05.
27 

无 

8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ZH78242206001-1

转授权-1JK） 

惠州

可立

克电

子 

中国光

大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分

行 

2,887.

63 万

元 

2022.06.
28-

2023.06.
27 

无 

根据相关跨境担保登记业务信息表、《香港法律意见书》及发行人出具的书

面确认及承诺，除上述借款合同外，香港可立克向 East West Bank Hong 

Kong Branch 申请一笔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金额为 1,000 万美元，该笔借

款由发行人向银行申请 2 笔备用信用证提供境内担保，并办理了相应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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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贷的登记手续。 

③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存在的尚未履行完毕的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如

下： 

序

号 
申请人 承兑银行 合同编号 

承兑金

额（万

元） 

1 
惠州可立克

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MJZH20220426000404 195.74 

2 
惠州可立克

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MJZH20220525000242 422.21 

3 
惠州可立克

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MJZH20220627000404 107.79 

4 
惠州可立克

科技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0738783 410.96 

5 
惠州可立克

科技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0742791 517.82 

6 
惠州可立克

科技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0749375 259.00 

④对外担保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022 年

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除《律师工作报告》“九/（二）/2./2.2.关联担保”披露外，发行人及其下属

企业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合同。 

(二) 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税务、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出具的证明等资料及发行人

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于中国境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

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 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担保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定期报告、近三年审计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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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除《律师工作报告》“九/（二）关联交易”所披露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

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之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

关系或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定期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

行人提供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明细及相关协议、发行人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公告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与发行人财务负责人进

行访谈，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主

要为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其他往来款、押金及保证金等，均系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所产生，合法有效。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 发行人最近三年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资产情

况 

根据发行人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情况如

下： 

1. 合并或分立 

发行人在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过合并或分立的情形。 

2. 增资扩股 

发行人在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过增资扩股的情形。 

3. 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人在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过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形。 

4. 重大资产收购、出售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重大资产购买

预案》等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发行人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自然

人李东海所持有的海光电子 10.00%股权。该次交易前发行人持有海光电子

54.25%股权，该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将取得海光电子控制权。该次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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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该次交易，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要的议案》

等与该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与交易对方李东

海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东海之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于 2022 年 6 月 2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可立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东海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项，海光电子已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除上述外，发行人在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其他构成《上市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收购、出售的情形。 

(二) 发行人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没有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计划或安排。 

十三、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发行人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未修订公司章程，发行人已就 202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章程修订事宜履行了相关的工商备案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补充核查期间的会议通知、会议议案、会议决议、董事会

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及公开披露信息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

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补充核查期间召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变更。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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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的税种及税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主要税种税率表及其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本所认为，

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 

(二) 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

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未发生变化。 

(三) 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政府补贴相关政府审批文件、入账凭证等文件资料及发

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及

其境内子公司享受的 10 万元以上的财政补贴新增 1 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补助
企业 

补贴项目 
补助金额
（元） 

批文依据 

1  

惠州可

立克电

子 

2022年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专项

款 

184,000.0

0 

《关于组织2021年惠州

市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项

目入选项目库的通知》

（惠市工信[2021]186

号）、《惠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关于2021年市级

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项目拟安排计划的公

示》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税务合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营业外支出明细、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住所地的税务

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

录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所在地税务主管行政部门官方网站查询，发行人

及其境内子公司在新增报告期间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被税务部门处以重

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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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住所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

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所在

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

司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被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以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 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住所地的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取得的产品质量和技术认证资料以及发行人出具的

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登录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所在地质量监督管理部

门官方网站查询，新增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因重大违

法行为被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处以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文件、本次发

行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的总额及用途发生了如下变化： 

2022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总额及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 

1 
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

目 
24,137.05 20,633.50 

2 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15,306.04 1, 910.00 

合计 39,443.10 22,543.50 

十九、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

标未发生变化。 

二十、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一) 诉讼、仲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诉讼仲裁相关资料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新增

报告期间，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无新增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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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管工商、税务、环保、质量监督、社保、公积金等

政府机关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在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住所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司法机关网站、信用中国

网站、各地地方信用网站、公示系统等公开网站进行查询，新增报告期间，

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无新增重大行政处罚情形。 

(三)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管理管理人员提供的调查表、发行人出具的

书面确认及承诺及相关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

文书网、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及基层人民

法院公开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网站等进行查询，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管理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重大行政处罚案件，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四) 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盛妍投资、可立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

人鑫联鑫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发

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及基层人民法

院公开网站、信用中国网站等进行查询，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 

二十一、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

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发行人已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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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杨  茹 

 

                            

 孙昊天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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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报告期内在中国境内新增的专利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申请日 

1 
可立克、惠州可立克电子、惠州可立克科技、

信丰可立克、安远电子、安徽可立克 
实用新型 一种共模电感器 2021227456333 2022/06/28 2021/11/10 

2 
可立克、惠州可立克电子、惠州可立克科技、

信丰可立克、安远电子、安徽可立克 
实用新型 一种防水电连接器 2022205026544 2022/06/24 2022/03/08 

3 
可立克、惠州可立克电子、惠州可立克科技、

信丰可立克、安远电子、安徽可立克 
实用新型 双立绕线圈电感器 2022301444397 2022/05/13 2022/03/18 

4 
可立克、惠州可立克电子、惠州可立克科技、

信丰可立克、安远电子、安徽可立克 
外观设计 多功能充电器 2021307908672 2022/05/13 2021/11/30 

5 
可立克、惠州可立克电子、惠州可立克科技、

信丰可立克、安远电子、安徽可立克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大功率适配器

的浪涌抑制电路及该大

功率适配器 

2021229149753 2022/05/13 2021/11/25 

6 
可立克、惠州可立克电子、惠州可立克科技、

信丰可立克、安远电子、安徽可立克 
外观设计 共模电感器 2021307387533 2022/05/13 2021/11/10 

7 
可立克、惠州可立克电子、惠州可立克科技、

信丰可立克、安远电子、安徽可立克 
外观设计 电连接器 2022301162121 2022/05/10 2022/03/08 

 

 


	一、 《反馈意见》问题1：根据申报文件，申请人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李东海持有的海光电子10%股权。上述交易完成后，申请人将取得海光电子控制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及目前进展。请保荐机构及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二、 《反馈意见》问题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及控股和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是否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是否持有储备住宅或商业用地，是否存在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 2022年2月22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2. 2022年3月11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3. 2022年3月29日，发行人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全部议案。
	4. 2022年7月22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同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以及部分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进行调整。
	5. 2022年8月10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同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二、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发行股份，符合《证券法》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
	2.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同一类别股份，即人民币普通股（A股），同股同权，每股的发行价格和条件相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
	2.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安排
	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安排
	4.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4.1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2,543.5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该等项目预计投资金额合计39,443.1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2,543.50万元。据此，上述计划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求总量，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4.2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4.3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并非用以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也并非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4.4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本次发行方案、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该等项目实施后，不会与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4.5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人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
	5.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发行人控制权的影响
	6. 发行人的规范运行、财务与会计
	6.1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6.2 发行人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6.3 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6.4 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6.5 发行人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6.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6.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三) 本次发行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
	1.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符合“上市公司应综合考虑现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未来流动资金需求，合理确定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规模。”的要求。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2,543.5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符合“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的要求。
	3. 鉴于可立克的前次募集资金于2020年8月21日全部到位，可立克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时间为2022年2月22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8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申请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18个月”的要求。
	4.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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