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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雷迪克股份”）的委托，并根

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为本次发行上市项目，本所已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雷迪

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雷迪克节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 

现本所就《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新发生的

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法律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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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

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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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提供

的有关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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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发行人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

出了批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决议，本次发行上市决议的有

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持续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已获得发行人股

东大会的必要批准与授权，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上市有关

事宜的授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 

二、 关于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100744131994K），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为依法设

立有效存续且持续经营时间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

主体资格。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需符合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系发行人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二）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实质

条件： 

1、 发行人已依法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建立了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聘请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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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建立了符合公司经营需要的具体职能部门，具备健全且有

效运行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2、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385号”《审计报告》（下

同），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3、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在

所有重大方面均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虚假记载。 

4、 根据发行人声明及发行人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本所律师核

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5、 补充期间内，发行人股本未变更。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6,600

万股。根据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发行人拟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 2,200 万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发行后总股本的 25%，符合发行后公司股本不少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同时应符合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的规定。 

6、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仅限于普通股一种，符合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以及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的规定。 

（三）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还符合《管理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1、 经核查，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2、 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

元，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两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发行后股本总额

不少于三千万元。 

3、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注册资本未变更。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

额缴纳，发起人或者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权属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

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4、 经核查，发行人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即汽车轴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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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保护政策。 

5、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最近两年内

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始终为：汽车轴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除一名独立董事变更外，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7、 经核查，沈仁荣、於彩君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更。 

8、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雷迪克控股及实际控制人沈仁荣、於彩君出具的声

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股权清晰，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的

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9、 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

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 

10、 经核查，发行人具有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依法建立健全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

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股东投票计票制度，和各

项议事制度，能够切实保障投资者依法行使收益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求偿权等股东权利。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运行良好。 

11、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发行人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发行人 2013年 12月 31日、2014年 12月 31日、2015 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12、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386号”

《内控报告》，发行人“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及相关规定于 2015 年 12月 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

的内部控制”，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生

产经营合法、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可靠，能够提高发行人营运的效率

与效果，促进发展战略的实现。 

13、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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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 

（1）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的； 

（3）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14、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雷迪克控股、实际控制人沈仁荣、於彩君出

具的声明和承诺、以及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1） 最近三年内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2） 最近三年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15、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发行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主营业务，并有明确的用途，已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

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方向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管

理能力及未来资本支出规划等相适应。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 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未发生影响独立性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发

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

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已达到发行监管对公司独立性的基本要求。 

五、 发行人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经核查，发行人的现有法人股东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

据法律、法规或者其章程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现有自然人股东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不存在权利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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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仍为沈仁荣、於彩君，补充期间内未发生变更。

沈仁荣、於彩君最近三年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

行为。 

六、 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的股本未发生变更。 

七、 发行人的业务 

(一) 经核查，发行人目前的经营范围和生产方式均在其《营业执照》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内容之内，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不存在中国以外国家或地区经营的情况。 

(三)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始终是汽车轴承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四)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即汽车轴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近三年主营

业务收入突出。 

(五)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历年年检情况并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生产经营正常，

具备生产经营所需的各项资质证书，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

的法律障碍。 

八、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除以下情况外，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未发生变更

（雷迪克控股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9586501485C；大恩传

动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96945624967；杭州沃德新营业执照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91330100577308771F）。 

1.、思泉管理股东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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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补充期间内，思泉管理（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056726556U）之股东发生变更，目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备注 

1 沈仁荣 604.590  40.306% 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 

2 朱百坚 124.293  8.286% 董事、副总经理 

3 许利光 122.064  8.138% 捷拓事业部生产主管 

4 韩国庆 86.793  5.786% 董事、副总经理 

5 徐峰 74.982  4.999% 捷拓事业部机修员 

6 毛益波 59.274  3.952% 驰航事业部生产主管 

7 杜立军 54.228 3.615% 沃众事业部技术主管 

8 沈月兴 44.400  2.960% 驰航事业部技术主管 

9 王美芳 44.400  2.960% 驰航事业部品保主管 

10 王立波 40.914  2.728% 分离事业部生产主管 

11 陆莎莎 37.500  2.500%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韩国庆之女） 

12 陆柏建 33.630  2.242% 沃众事业部主管 

13 徐忠尧 22.248  1.483% 非公司职工 

14 孙凤美 22.374  1.492% 总经办主任 

15 李庆 7.836  0.522% 机械涨紧轮生产主管 

16 周军 7.500  0.500% 液压分离生产主管 

17 王立红 7.458  0.497% 沃众事业部品保主管 

18 俞国良 7.458  0.497% 采购员（於彩君的姨夫） 

19 倪凤娟 7.416  0.494% 
三叉事业部和大恩传动生产主管（沈仁荣

哥哥沈仁法的妻子） 

20 於国海 6.180  0.412% 采购员（於彩君的弟弟） 

21 韦邦圣 4.836  0.322% 技术员 

22 林伟 4.836  0.322% 涨紧轮事业部采购员 

23 傅惠飞 3.750  0.250% 会计 

24 董姣 3.750  0.250% 捷拓事业部销售主管 

25 赵勇 3.750  0.250% 捷拓事业部技术员 

26 刘红霞 3.750  0.250% 沃众事业部装配工段长 

27 张书群 3.750  0.250% 沃众事业部磨加工工段长 

28 吴均 3.750  0.250% 沃众事业部车加工工段长 

29 胡远林 3.750  0.250% 捷拓事业部设备主管 

30 黄东勋 3.750  0.250% 技术部副经理 

31 胡金龙 3.750  0.250% 分离事业部主管助理 

32 吕鑫杰 3.750  0.250% 品保部经理助理 

33 罗廷银 3.750  0.250% 技术员 

34 刘连玉 3.750  0.250% 三叉事业部机修主管 

35 孙良 3.750  0.250% 驰航事业部采购员 

36 吴春雷 3.750  0.250% 驰航事业部设备主管 

37 童建芬 3.750 0.250% 会计 

38 张丽华 3.708  0.247%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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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俞登峰 3.708  0.247% 捷拓事业部技术主管 

40 魏文义 3.708  0.247% 分离事业部机修主管 

41 许玉萍 3.708  0.247% 采购主管 

42 陈容 3.708  0.247% 国内市场部主管 

合计 -  1,500.000 100.000%  

2、福韵管理股东变更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福韵管理（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0567265999）之股东发生变更，目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备注 

1 朱百坚 180.827 18.083% 董事、副总经理 

2 韩国庆 155.827 15.583% 董事、副总经理 

3 於彩君 101.25 10.125% 董事、副总经理 

4 许利光 81.376 8.138% 捷拓事业部生产主管 

5 范若男 52.500 5.250% 非公司职工 

6 徐峰 49.988 4.999% 捷拓事业部机修员 

7 毛益波 39.516 3.952% 驰航事业部生产主管 

8 杜立军 36.152 3.615% 沃众事业部技术主管 

9 沈月兴 29.600 2.960% 驰航事业部技术主管 

10 王美芳 29.600 2.960% 驰航事业部品保主管 

11 王立波 27.276 2.728% 分离事业部生产主管 

12 陆莎莎 25.000 2.500%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韩国庆之女） 

13 蒋婷汀 25.000 2.500% 非公司职工 

14 陆柏建 22.420 2.242% 沃众事业部主管 

15 何江红 20.000 2.000% 非公司职工 

16 徐忠尧 14.832 1.483% 非公司职工 

17 汤水清 12.500 1.250% 非公司职工 

18 孙凤美 14.916 1.492% 总经办主任 

19 李庆 5.224 0.522% 机械涨紧轮生产主管 

20 周军 5.000 0.500% 液压分离生产主管 

21 王立红 4.972 0.497% 沃众事业部品保主管 

22 俞国良 4.972 0.497% 采购员（於彩君的姨夫） 

23 倪凤娟 4.944 0.494% 
三叉事业部和大恩传动生产主管（沈仁荣

哥哥沈仁法的妻子） 

24 韦邦圣 3.224 0.322% 技术员 

25 林伟 3.224 0.322% 涨紧轮事业部采购员 

26 傅惠飞 2.500 0.250% 会计 

27 董姣 2.500 0.250% 捷拓事业部销售主管 

28 赵勇 2.500 0.250% 捷拓事业部技术员 

29 刘红霞 2.500 0.250% 沃众事业部装配工段长 

30 张书群 2.500 0.250% 沃众事业部磨加工工段长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3-1-10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备注 

31 吴均 2.500 0.250% 沃众事业部车加工工段长 

32 胡远林 2.500 0.250% 捷拓事业部设备主管 

33 黄东勋 2.500 0.250% 技术部副经理 

34 胡金龙 2.500 0.250% 分离事业部主管助理 

35 吕鑫杰 2.500 0.250% 品保部经理助理 

36 罗廷银 2.500 0.250% 技术员 

37 刘连玉 2.500 0.250% 三叉事业部机修主管 

38 孙良 2.500 0.250% 驰航事业部采购员 

39 吴春雷 2.500 0.250% 驰航事业部设备主管 

40 童建芬 2.500 0.250% 会计 

41 张丽华 2.472 0.247% 会计 

42 俞登峰 2.472 0.247% 捷拓事业部技术主管 

43 魏文义 2.472 0.247% 分离事业部机修主管 

44 许玉萍 2.472 0.247% 采购主管 

45 陈容 2.472 0.247% 国内市场部主管 

合计   1,000.000 100.000%  

3、发行人独立董事变更 

因发行人独立董事周国良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发行人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增补佟成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行人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如下： 

类别 姓名 

发行人董事 沈仁荣、於彩君、朱百坚、韩国庆、马钧、沈晖、佟成生 

发行人监事 胡柏安、王立波、童建芬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沈仁荣（总经理）、韩国庆（副总经理）、朱百坚（副总经理）、陆

莎莎（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备注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近亲属及其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企业亦构成发行人关联方，详见发行人董监高简历 

（二）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内，除原关

联交易业务关系延续外，发行人未新增重大关联交易。发行人改制为股份有限公

司后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履行了《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所规定

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该等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同业竞争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之间未发生同业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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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经核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财产情况变化如下： 

（一） 商标证书到期延续 

序

号 

商标注

册 

证号 

商标名称 权利人 

分

类

号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取得方式 
原注册 

有效期限 

1 

第

371644

8号 
 

雷迪克

股份 
7 

机械密封件；滚珠

轴承万向节；滚动

轴承；万能联轴节

（万向接头）；轴承

（机器零件）；机器

联动机件；机器轴；

油脂环（机器部

件）；传动装置（机

器） 

自行申请 
2005.11.7-2

015.11.6 

2 

第

371644

9号  

雷迪克

股份 
7 

滚珠轴承、滚动轴

承；轴承（机器零

件） 

自行申请 
2006.1.21-2

016.1.20 

3 

第

371645

0号 
 

雷迪克

股份 
7 

机械密封件；滚珠

轴承万向节；滚动

轴承；万能联轴节

（万向接头）；轴承

（机器零件）；机器

联动机件；机器轴；

油脂环（机器部

件）；传动装置（机

器） 

自行申请 
2005.11.7-2

015.11.6 

备注 
2015年 12月 7日，前述发行人商标续展申请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受理 

（二） 新取得专利证书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别 

专 利

权人 

专利申请

日 

授权公告

日 

取得

方式 

1 

一种内腔及内径均

带密封的新型双列

圆锥滚子轴承 

ZL 2015 2 

0312347.X 

实用

新型 

雷迪

克股

份 

2015.5.14 2015.9.16 
自行

申请 

2 
一种汽车张紧轮轴

承注塑外壳结构 

ZL 2015 2 

0315300.9 

实用

新型 

雷迪

克股

份 

2015.5.14 2015.9.16 
自行

申请 

3 

一种新型沟道结构

的双列球轮毂轴承

单元 

ZL 2015 2 

0276079.0 

实用

新型 

雷迪

克股

份 

2015.4.30 2015.9.16 
自行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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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别 

专 利

权人 

专利申请

日 

授权公告

日 

取得

方式 

4 
一种异型密封结构

的汽车轮毂轴承 

ZL 2015 2 

0276949.4 

实用

新型 

雷迪

克股

份 

2015.4.30 2015.9.30 
自行

申请 

5 

一种反折弹簧及带

有该反折弹簧的分

离轴承单元 

ZL 2015 2 

0264834.3 

实用

新型 

雷迪

克股

份 

2015.4.28 2015.9.2 
自行

申请 

6 

一种带挡油结构保

持架及带有该保持

架的分离轴承单元 

ZL  2015 2 

0266234.0 

实用

新型 

雷迪

克股

份 

2015.4.28 2015.9.2 
自行

申请 

（三）发行人主要财产的产权状况 

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土地房屋证》《商标注册证》《专利证书》等证书的原

件以及主要经营设备的购买合同、发票等，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

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楚、完整，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发行人主要财产的取得方式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房地产权、知识产权、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等是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设立后通过购置、自行注册申

请、自行研发等方式取得。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以该等方式取得前述主要财产

的方式合法。 

（五）发行人主要财产权利受限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权属凭证与相关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为本公司借

款向银行提供担保外，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不存在担保或权利行使受限制的情况。 

十、 发行人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银行借款/授信合同 

序

号 
合同编号 

借

款

人

/

授

信

申

请

人 

贷款人/授

信人 

贷款期间/授信 

期间 

贷款

额度/

授信 

额度 

（万

元） 

担保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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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年（江南）字 0406

号 

雷

迪

克

股

份 

工商银行

杭州江南

支行 

2015.9.24 -2016.9.25 2,400 

2015年江南（保）字

944582号; 

2014年江南（抵）字

0244号 

2 33010120150016795 

雷

迪

克

股

份 

农业银行

杭州萧山

分行 

2015.5.22-2016.5.17 1800 

担保合同编号：

33100620140023209； 

33100620140023209-1 

3 33010120150020721 

雷

迪

克

股

份 

农业银行

萧山分行 
2015.6.26-2016.6.17 900 

担保合同编号：

33100620140023209； 

33100620140023209-1 

4 33010120150042175 

雷

迪

克

股

份 

农业银行

萧山分行 
2015.12.18-2016.3.17 1,100 

担保合同编号：

33100620140023209； 

33100620140023209-1 

5 3301012016004917 

雷

迪

克

股

份 

农业银行

萧山分行 
2016.2.23-2017.2.22 1,000 

担保合同编号：

33100620140023209; 

33100620140023209-1 

2、金额较大的销售合同（金额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 

客户名称 签署时间 合同总金额（万元） 

厦门市众联轴承有限公司 

2015.12.23 ¥218.44 

2015.12.23 ¥228.62 

2016.1.4 ¥293.42 

2016.3.3 ¥198.56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5.12.19 ¥134.40 

浙江乾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15.8.21 ¥110.29 

2015.11.4 ¥167.73 

2015.12.08 ¥204.76 

2015.12.15 ¥627.40 

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 
2015.11.27 ¥336.60 

2016.2.26 ¥294.27 

ETS TROUVE 2016.1.14 $24.06 

Mevotech  2016.1.25 $16.86 

备注 

公司与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基本供货协

议》，约定供货产品、时间、数量等以甲方要货计划为

准，该协议有效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三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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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合同 

供应商名称 签署时间 采购额（万元） 

齐齐哈尔北兴特殊钢材有限责任

公司 

2015.11.30 ¥187.00 

2016.2.26 ¥283.25 

4、经销合作协议 

序

号 

合 同

主体 

合 同

当 事

人 

合同名

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时间 

1 

雷 迪

克 股

份 

—— 
独家经

销协议 

指定该经销方为特定国际区域汽车维修市场的

独家经销商，经销产品为离合器分离轴承，有

效期为 3 年。 

2015.8.1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合同均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正常经营活

动中产生的，内容及形式均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二）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存在其

他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后）为人民币 2,917,541.42元；存在的其他应付款

余额为人民币 2,658,594.98 元。其他应收款主要为质量保证金、土地保证金、

代扣代缴个税款等，其他应付款主要为保证金等。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均为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

中发生，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近三年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

及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

动安全及人身权等方面的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四）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发行

人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除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及发行人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

情况。 

十一、 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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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行为。 

十二、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章程未进行修改。 

十三、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未变更。

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公司治理健全、有效。发行人董事会会议召开、决议内容及

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四、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独立董事周国良辞去董事职务，发行人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补佟成生（会计专业人士）为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

接替周国良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除此外，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发行人独立董事佟成生为中国国籍，管理学博士（会计学专业），现任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教研部阿米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汇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晋城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昌辉汽车电器（黄山）股份公司

独立董事。 

本所律师认为，佟成生先生具备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发行人独

立董事变更履行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合法有效；发行人独立

董事变更不构成发行人最近两年内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更。 

此外，补充期间内，发行人独立董事沈晖先生工作变更，现任威马汽车技术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及威马汽车制造宜兴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十五、 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核查，发行人目前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其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及财政补贴等政策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二）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内均依法纳税，不存在重大税收违法行为，

不存在因违反税务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况。 

（三）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5 年度

享受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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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性质 金额（元） 

2013 年度服务贸易出口奖励资金 7,600.00 

杭财企【2014】1154 号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奖励资金 65,000.00 

杭财企【2014】1157 号 2013 年杭州市外贸出口信用保险补助款 2,500.00 

杭财企【2015】4 号中央 2014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39,000.00 

2014 年重点项目补贴 44,500.00 

萧财企【2014】840 号收到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专项资金 52,900.00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强科技创新奖励 100,000.00 

萧山区商务局（2015）29 号关于要求兑现 2014 年加大外贸扶持意见相关奖励

通知 
103,637.00 

萧财企（2015）218 号关于下达萧山区 2013 年度服务外包发展专项资金的通

知 
44,200.00 

萧开财通（2015）22 号关于领取 2014 年度财政扶持资金的通知 1,797,000.00 

萧地税地税（开）第 201100957 号关于萧山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税费优惠 176,325.83 

萧财企（2015）372 号关于 2014 年度萧山区外贸扶持专项资金 236,900.00 

杭州市萧山区区级机关事业单位会计结算中心关于萧山区专利费补 12,000.00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

手续费管理的通知》（财行[2005]365 号） 
182,535.32 

合计 2,864,098.15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收到的财政补贴合法有效。 

十六、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核查，发行人为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企业，

现阶段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补充期间内，发行人未发

生环境污染事故或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等问题而受到行政处罚。 

十七、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十八、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未变更，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十九、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雷迪克控股及实际控制

人沈仁荣、於彩君、及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含 5％）的其他股东和发

行人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的重大诉讼、

仲裁、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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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沈仁荣的声明和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

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虽未发生但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

处罚案件 

（三）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受到工商、税务及其他主管机关

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编制，但就《招股说明书》与法律问题相

关的内容与保荐人、立信会计和发行人进行了讨论。本所律师经审阅发行人编制

的《招股说明书》中引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的相关内容，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引用的相关内容准确，确认不致因引用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法律风险。 

二十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符合

《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有

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所引用的法律意见的内容适当；发行人

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及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

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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