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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伍亚林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博俊科技”）的委

托，本所指派夏慧君律师、唐方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博俊科技 2022 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

问，已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和《关于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及其补充法律意见书

（以上合称“已出具法律意见”）。本所现受博俊科技的委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博

俊科技控股股东伍亚林免于发出要约事宜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述及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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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外。 

 

一. 认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伍亚林为中国国籍，其境内居民身份

证号码为 35032119670810****，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根据地方公安机关签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本所律师认为，伍亚林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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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最高人民法

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信用中国等网站的公开查询并经伍亚林确认，伍亚林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即不存在以下情形： 

 

1.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三)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伍亚林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 伍亚林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博俊科技股份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前，伍亚林持有发行人 56,875,000股股份，占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40.02%；伍亚林配偶伍阿凤持有发行人 5,625,000 股股份，占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3.96%；伍亚林控制的上海富智持有发行人 27,500,000 股股份，占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19.35%，伍亚林控制的昆山嘉恒持有发行人 13,100,000 股股份，

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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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伍亚林以现金 201,029,706.00元认购博俊科技向其发

行的 A股股份 12,771,900股。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博俊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伍亚林 56,875,000 40.02% 69,646,900 44.96% 

伍阿凤 5,625,000 3.96% 5,625,000 3.63% 

上海富智 27,500,000 19.35% 27,500,000 17.75% 

昆山嘉恒 13,100,000 9.22% 13,100,000 8.46% 

小计 103,100,000 72.54% 115,871,900 74.80% 

其他股东 39,033,400 27.46% 39,033,400 25.20% 

合计 142,133,400 100% 154,905,300 100% 

 

三. 本次发行已履行的批准与授权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符合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江苏博俊工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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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2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2 年 5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

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等事项进行了调整，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2 年 6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嘉恒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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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对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及认购方式、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等事项进行了调整，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2年 6月 29 日出具《关于江

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

告知函》，同意本次发行。 

 

(六)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证监会于 2022年 7月 21日出具《关于同意江苏博

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591 号），同意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依其进

行阶段取得了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批准和授权。 

 

四. 本次发行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

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投

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和虽未登记

在其名下但该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前，伍亚林直接持有博俊科技 40.02%的股份，

其配偶伍阿凤直接持有博俊科技 3.96%的股份，伍亚林控制的上海富智直



 

2231005/DT/cj/cm/D17 6 

接持有博俊科技 19.35%的股份，伍亚林控制的昆山嘉恒直接持有博俊科技

9.22%的股份。因此，本次发行前，伍亚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博俊

科技 72.54%的股份。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完成后，伍亚林直接持有博俊科技 44.96%的股

份，其配偶伍阿凤直接持有博俊科技 3.63%的股份，伍亚林控制的上海富

智直接持有博俊科技 17.75%的股份，伍亚林控制的昆山嘉恒直接持有博俊

科技 8.46%的股份。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伍亚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博俊科技 74.80%的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非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为 74.80%，社会公众持

股比例高于 25%。为确保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持续符合上市

条件，发行人已制定了具体措施，发行人及所涉非社会公众主体亦出具了

相关声明及承诺。因此，本次发行不影响博俊科技的上市地位。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伍亚林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发行前在博俊科技拥有

权益的股份超过博俊科技已发行股份的 50%，且本次发行不影响博俊科技的上市地

位，因此本次发行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

形，伍亚林就本次发行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五.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伍亚林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收购的

主体资格。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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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

三条规定的可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伍亚林就本次发行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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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伍亚林免于发出要约

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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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方  律师 

 

 

2022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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