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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八） 

 

致：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发行人”、“宜安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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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

事项进行法律核查，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

工作报告》”）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并出具了七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历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现鉴于，发行人拟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报送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关

信息，依据有关要求，本所需对发行人最新变化的会计信息及新近发生的有关事

项进行核查，并对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历次补充律师

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补充与调整。为此，本所在对发行人的有关事项进行核

查后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八）》（以下简称“本补充律师工

作报告”）。 

本所出具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历次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有关内容进行的补充与调整，对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及历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中未发生变化的事项、关系或简称，本所将不在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如《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及历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披露内容与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内容

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为准。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历次补充律师工

作报告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历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未被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

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中，除非

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作用的简称

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所出具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是基于发行人已保证向本所提供了发表法律

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本所已严格履行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自行



 

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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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应将涉及引用的相关文件

送交本所审阅确认后再报送或发出。 

本所依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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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具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 

1、发行人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依法批准了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有关股票发行上市事宜，授权期限

为 12 个月。 

2、发行人于 2012 年 2 月 8 日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相关议

案，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的有效期限和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据此，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批准与授权尚在上述股东大会的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目

前持有 2010 年 11 月 23 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商外资粤股份证字（2010）

002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 2010 年 11 月 29 日由

东莞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190040006143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

住所为东莞市清溪镇银泉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为李扬德，注册资本为 8,400 万元，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经营期限为长期，经

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镁、铝、锌合金及五金类精密件及其零配件，精密模具、小

家电（涉证除外），不粘涂料；设立研发机构，研究、开发精密模具、镁铝锌合

金新材料、稀土合金材料、镁铝合金精密压铸成型及高效环保表面处理、纳米陶

瓷涂料、新型节能厨具、精密节能设备。 

（二）发行人已通过 2010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 

（三）根据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审国际”）审

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及其附注（以下简称

“《申报财务报告》”），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22,812.63



 

万元（合并报表数，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依据），发行人不存在资不抵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公

司法》、《证券法》、《创业板首发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上市

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已经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签

署了保荐及承销协议，符合《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和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股票均为面值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

发行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经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股东大会对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价格、对象等事项作出决议，符合《公司

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 

1、如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之“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所述，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且持续增长，具有

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

定。 

3、根据中审国际就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中审国际审字第【2012】第 010200 

2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2010年度及 2011

年度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



 

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根据发行人所在地主管工商、税务、外商、外

汇、环境保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海

关等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及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

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

项的规定。 

4、发行人目前股本总额为 8,4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本次拟向

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数为 2,800 万股，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开发行

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以上，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

（三）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1、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如下条件： 

（1）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 

（2）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 2010 年度、201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并报表数）分别为 4,274.61 万元和

4,628.07 万元；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持续增长，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为 8,902.67

万元。 

（3）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2,812.63 万元，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6,342.33 万元，不存

在未弥补亏损。 

（4）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发行人截至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的股本总额为 8,400 万股，本次发行 2,800 万股，故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 

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注册资本额已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者股东用作

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主要财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

纷，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3、发行人主要经营一种业务，为从事铝合金、镁合金等精密压铸件的研发、

设计、生产和销售，其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

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4、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及

董事会会议资料，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5、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之“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二、盈利能力分析”和《申报财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申

报期内持续盈利，不存在《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下列影响发行人持

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1）公司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的行业地位或公司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资产或者技术的取得或者使

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4）公司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有重大不确定性的客

户存在重大依赖； 

（5）公司最近一年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 

（6）其他可能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6、根据《申报财务报告》、中审国际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审国际鉴字

【2012】第 01020081 号《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2010年度、

2011年度纳税情况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纳税鉴证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

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依法纳税，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创业板

首发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7、根据《申报财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8、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历次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本所律师对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股东所作的调查，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



 

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

纠纷，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9、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供应、生产、销售系统、机构、财务独立

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陷，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10、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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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制度，根据发行人自整体变更以

来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发行人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职责，符合《创业板首发

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11、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

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

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中审国际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12、根据中审国际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中审国际鉴字【2012】01020080

号《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控报

告》”），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

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中审国际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

一条之规定。 

13、根据发行人财务负责人陈述及发行人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具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止，已不存在资金被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

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4、发行人在《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根据

《申报财务报告》、《内控报告》和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不存在发行人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15、发行人的保荐人安信证券已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对发行人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发

行上市前的辅导，辅导工作已经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验收。据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发行人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了解

股票发行上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16、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

声明和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

勤勉，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创业板首发办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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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7、根据发行人所在地的主管工商、税务、外商、外汇、环境保护、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海关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证明、香港黄淑云律师行对发行人控股股东宜安实业和实际控制人李扬德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扬德经常居住地东莞市公安局清溪分局出具的

证明、发行人出具的声明及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 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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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 年内不存在未

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

在 3 年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 

18、根据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和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

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发行人作为生产性企业，其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具



 

有明确的使用方向，均用于主营业务，并有明确的用途。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

目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符合

《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19、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该办法规定发行人将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

的专项账户，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

《创业板首发办法》等规定的新股发行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已经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设立相关

事宜，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设立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止，发行人在独立性方

面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拥有独立开展业务所需的人员、场所、组织机构

及相关资产，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产供销系统、人员、机构、财务均独立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行人的股东和股本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止，发行人股东及其持股

情况未发生变化。 

 



 

七、发行人的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 

1、发行人最近两年一直从事铝合金、镁合金等精密压铸件的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其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发行人从事的主营业务在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之内，

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发行人的产品出口业务全部通过其香港子公司宜安（香港）进行。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 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

入（合并报表数）分别为 22,234.38 万元、27,264.80 万元和 32,142.00 万元，分别

占同期总收入的 99%以上，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4、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止，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

律障碍或潜在的法律风险。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关联方除高要精密、

纳科化工已经转让给第三方外，发行人的其他关联方未发生变更。 

 

（二）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

止，发行人新增部分重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担保 

 

（1）为发行人提供的担保 

2011年 8 月 26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扬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塘厦支行（以下简称“招行塘厦支行”）出具 0011050121 号《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李扬德为招行塘厦支行与发行人 2011年 8月 26日签署的 0011050121

号《授信协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担保

的主债权期间为 2011 年 8月 26 日至 2012 年 8月 25 日。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扬德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清溪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清溪支行”）签署【2011】年【公司（清）保】

字第【80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双方约定：李扬德为发行人在工行清溪支

行签署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文件而享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担保额为人民币 2,800 万元，担保主债权期间为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至 2016年 11月 21日。 

（2）为发行人子公司宜安（香港）提供的担保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扬德、关联方曾卫初为发行人子公司宜安（香港）提供

的关联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银行  种类 
金额 

(港币) 
担保方式 

签署日期 

（年‐月‐日）

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有限公司 
贸易融资授信额度  1,450 万 无限额信用担保  2011‐1‐27 

星展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 
贸易融资授信额度  500 万 信用担保  2011‐2‐15 

 

 

2、专利权转让 

 

经本所律师核查，为保证发行人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2012 年 1 月 9 日，

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李扬德签订了不可撤销的专利权转让协议，李扬德将其持有

的安全式折叠电烤板和茶杯搅拌器两项实用新型专利无偿转让给发行人，截至本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止，上述专利权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具体详

见本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相关披露） 

（三）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2012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对公司 2011 年关联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 

2012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



 

易予以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 

发行人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对发行人 2011 年度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1、公司 2011 年度关

联交易事项没有违反《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

易价格公允，程序合法，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

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2、公司 2011 年度关联交易

行为未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发行人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对发行人与李扬德之间的专利权转让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1、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符合

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资产完整性及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2、上述关联交易行为未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未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 2011 年度关联交易作价公允，经过了股东大会确

认，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合法程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况。 

（四）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宜安

实业、实际控制人李扬德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专利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专利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

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共计拥有 50 项专利权，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

新型专利 45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年-月-日） 

授权公告日

（年-月-日）

1 ZL 200710030816.9 
压铸模具及其压铸

产品的制作方法 
发明 2007-10-12 2010-2-7 

2 ZL 200810132470.8 一种抗菌不粘锅 发明 2008-7-17 2011-1-12 

3 ZL 200620059735.2 锅具手柄拆装结构 
实用

新型 
2006-5-31 2007-9-26 

4 ZL 200620059736.7 一种锅具 
实用

新型 
2006-5-31 2007-7-4 

5 ZL 200620066897.9 保温炉 
实用

新型 
2006-11-1 2007-11-28

6 ZL 200620067932.9 安全式折叠电烤板 
实用

新型 
2006-11-22 2007-11-28

7 ZL 200720055286.9 
一种可分离式握把

结构 

实用

新型 
2007-8-8 2008-6-25 

8 ZL 200720060376.7 机油净化器 
实用

新型 
2007-11-30 2008-11-5 

9 ZL 200720147599.7 
一种地下水温差环

保空调 

实用

新型 
2007-5-1 2008-10-15

10 ZL 200820008532.X 电磁场动力机 
实用

新型 
2008-3-14 2009-4-1 

11 ZL 200820050133.X 一种节能锁模装置 
实用

新型 
2008-7-2 2009-7-15 

12 ZL 200820050134.4 一种汤锅用滤网 
实用

新型 
2008-7-2 2009-5-6 

13 ZL 200820066872.8 一种风力发电机 
实用

新型 
2008-5-6 2009-3-4 

14 ZL 200820066978.8 一种温控器 
实用

新型 
2008-5-8 2009-3-4 

15 ZL 200820067437.7 一种折叠式支架 
实用

新型 
2008-5-27 2009-3-4 

16 ZL 200820067438.1 一种汤锅 
实用

新型 
2008-5-27 2009-3-18 

17 ZL 200820067684.7 一种锅的把手结构 
实用

新型 
2008-6-10 2009-3-18 

18 ZL 200820092608.1 一种万向轮 
实用

新型 
2008-3-6 2009-3-4 

19 ZL 200820092609.6 一种锅 
实用

新型 
2008-3-6 2009-1-14 

20 ZL 200820093506.1 一种量杯 
实用

新型 
2008-4-18 2009-3-4 

21 ZL 200820127996.2 一种锅底结构 
实用

新型 
2008-7-17 2009-5-6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年-月-日） 

授权公告日

（年-月-日）

22 ZL 200820132246.4 一种挤压铸造装置 
实用

新型 
2008-8-18 2009-7-22 

23 ZL 200820132247.9 一种旋压机 
实用

新型 
2008-8-18 2009-7-22 

24 ZL 200820135145.2 
一种快速节能环保

的连续金属熔化炉 

实用

新型 
2008-9-1 2009-8-19 

25 ZL 200820140122.0 
一种具有前置反射

装置的发热电暖器 

实用

新型 
2008-10-14 2009-8-19 

26 ZL 200820178489.1 
一种金属管道内壁

处理装置 

实用

新型 
2008-11-17 2009-10-28

27 ZL 200820178657.7 一种家用锅的锅盖 
实用

新型 
2008-11-6 2009-11-11

28 ZL 200820181174.2 茶杯搅拌器 
实用

新型 
2008-12-15 2009-12-30

29 ZL 200920145056.0 
一种用于锅与握把

连接的连接件 

实用

新型 
2009-3-5 2010-2-10 

30 ZL 200920152311.4 
热室压铸机射嘴身

自动恒温加热装置 

实用

新型 
2009-5-4 2010-5-26 

31 ZL 200920158153.3 
一种模具带有节能

锁模装置的压铸机 

实用

新型 
2009-6-9 2010-5-19 

32 ZL 200920217853.5 
一种镁合金回收材

料重熔精炼装置 

实用

新型 
2009-10-9 2010-8-11 

33 ZL 200920278493.X 
一种新型组装式包

装盒 

实用

新型 
2009-11-17 2010-8-25 

34 ZL 200920292422.5 一种多功能锅盖 
实用

新型 
2009-12-8 2010-10-13

35 ZL 201020105812.X 一种颗粒燃烧器 
实用

新型 
2010-2-2 2010-11-10

36 ZL 201020105814.9 
一种适宜以颗粒燃

烧器为热源的熔炉 

实用

新型 
2010-2-2 2010-11-3 

37 ZL 201020105815.3 一种新型坩锅 
实用

新型 
2010-2-2 2010-11-3 

38 ZL 201020508626.0 
镁合金回收材料重

熔精炼炉 

实用

新型 
2010-8-30 2011-3-30 

39 ZL 201020508633.0 
一种具有陶瓷涂层

的节能底不粘锅 

实用

新型 
2010-8-30 2011-6-8 

40 ZL 201020539123.X 
一种可调式精密镗

孔刀头 

实用

新型 
2010-9-25 2011-6-15 

41 ZL 201020652042.0 
一种方便安装的锅

具手柄折装结构 

实用

新型 
2010-12-10 2011-8-3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年-月-日） 

授权公告日

（年-月-日）

42 ZL 201020687753.1 
一种可快速植入的

骨钉组件 

实用

新型 
2010-12-29 2011-8-17 

43 ZL 201020688433.8 
一种具有倒扣型齿

纹的骨钉 

实用

新型 
2010-12-29 2011-8-17 

44 ZL 201020691709.8 
一种镁材铸造中用

的镁液供给系统 

实用

新型 
2010-12-30 2011-8-17 

45 ZL 201020691825.X 一种电磁炉用锅具 
实用

新型 
2010-12-30 2011-10-5 

46 ZL 201120004398.8 
一种余热回收烘干

装置 

实用

新型 
2011-1-7 2011-11-23

47 ZL 201120008338.3 
一种可局部加压的

真空压铸模具 

实用

新型 
2011-1-12 2011-8-24 

48 ZL 201030556960.9 活动手柄（st 型）
外观

设计 
2010-10-18 2011-8-17 

49 ZL 201030556975.5 活动锅耳（st 型）
外观

设计 
2010-10-18 2011-6-22 

50 ZL 201130075158.2 
摩托车轮毂（镁合

金） 

外观

设计 
2011-4-13 2011-11-23

 

2、根据发行人提供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

告出具日，发行人正在申请的专利权共计 29 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权 14 项、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权 5 项、外设设计专利申请权 10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申请号  申请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时间 

（年-月-日） 
法律状态 

1 200610003889.4 
一种养殖专用风能增氧

机 
发明  2006-2-4 实质审查阶段

2 200910169313.9 
一种用于炊具的发光涂

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2009-8-25 实质审查阶段

3 200910169700.2 

采用溶胶-凝胶杂化技

术制备的超硬不粘硅炊

具涂料 

发明 2009-9-1 实质审查阶段

4 200910170002.4 一种稀土发光涂料 发明 2009-9-1 实质审查阶段

5 201010224812.6 
一种外体粉碎医用可降

解镁合金氧化膜系统 
发明 2010-7-13 实质审查阶段

6 201010500004.8 
一种应用于镀钛刀具表

面的涂装工艺 
发明 2010-10-9 实质审查阶段

7 201010500019.4 
一种镁合金无铬化成处

理方法 
发明  2010-10-9 实质审查阶段



 

序

号 
专利申请号  申请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时间 

（年-月-日） 
法律状态 

8 201010500023.0 
一种镁合金微弧氧化处

理方法 
发明 2010-10-9 实质审查阶段

9 201010508657.0 
一种铝合金超低速压铸

系统 
发明 2010-10-18 实质审查阶段

10 201010514027.4 
铝镁合金物理前处理与

电泳涂装工艺 
发明  2010-10-21 实质审查阶段

11 201010525742.8  压铸机真空压铸系统  发明  2010-11-1 实质审查阶段

12 201010612976.6 
一种合金骨钉及其制作

工艺 
发明  2010-12-29 实质审查阶段

13 201010616647.9 

一种电磁炉用锅具、其

专用制具及该锅具的生

产工艺 

发明  2010-12-30 实质审查阶段

14 201110406762.8 

一种镁合金表面耐中性

盐雾测试的表面处理及

涂装工艺 

发明  2011-12-8 初步审查阶段

15 201120064388.3 
一种高纯度结晶镁真空

重熔精炼炉 

实用

新型 
2011-3-14 初步审查阶段

16 201120187236.2 一种可偏心安装的骨板
实用

新型 
2011-6-3 初步审查阶段

17 201120302199.5 
一种可延缓降解的镁合

金医用植入物 

实用

新型 
2011-8-18 初步审查阶段

18 201120378305.8 
一种骨板微弧氧化处理

中用的骨板挂具 

实用

新型 
2011-9-30 初步审查阶段

19 201120414819.4 

一种螺钉类医用植入物

微弧氧化处理中用的夹

具 

实用

新型 
2011-10-26 初步审查阶段

20 201130266584.4  煎锅（D2） 
外观

设计 
2011-8-10 初步审查阶段

21 201130266586.3 汤锅（D2） 
外观

设计 
2011-8-10 初步审查阶段

22 201130384773.1 骨板（1） 
外观

设计 
2011-10-26 初步审查阶段

23 201130384774.6 骨板（2） 
外观

设计 
2011-10-26 初步审查阶段

24 201130384772.7 骨板（3） 
外观

设计 
2011-10-26 初步审查阶段

25 201130399995.0 汤锅（S） 
外观

设计 
2011-11-3 初步审查阶段

26 201130399993.1 汤锅（G） 
外观

设计 
2011-11-3 初步审查阶段



 

专利 申请时间 序
法律状态 专利申请号  申请专利名称 

号 （年-月-日） 类型 

27 201130414369.4 镁杯 
外观

设计 
2011-11-11 初步审查阶段

28 201130414378.3 电烤板 
外观

设计 
2011-11-11 初步审查阶段

29 201130436141.5  餐具背包 
外观

设计 
2011-11-24 初步审查阶段

（二）商标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注册商标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拥有注册商标权共计 18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号  商标图像 注册类别 
注册时间 

（年-月-日） 

1 1690026 
 

11  2001-12-28 

2 1755907 
 

21  2002-4-28 

3 3054338 
 

21  2003-4-7 

4 3054339 
 

11 2004-3-7 

5 6215335 
 

11 2010-6-7 

6 6215336 
 

21 2010-9-7 

7 6799665 
 

7 2010-6-21 

8 6799666 
 

21 2010-4-7 

9 6799667 
 

11 2010-7-7 

10 6799668 
 

9 2010-12-28 

11 6799669 
 

9  2010-9-28 

12 6799670 
 

7 2010-11-7 

13 6799671 
 

21 2010-5-28 

14 6799672 
 

11  2010-9-28 



 

注册时间 
注册号  注册类别 序号 商标图像 

（年-月-日） 

15 6839073 
 

21  2010-4-21 

16 7513279 
 

21  2010-10-28 

17 8200094 
 

11 2011-6-28 

18 8200116 
 

21  2011-4-14 

 

2、根据发行人提供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

告出具日，发行人正在申请的注册商标权 1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号  商标名称 注册类别 
申请时间 

（年-月-日） 

1 9245498 EONTEC SINOST 12 2011-3-22 

（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的固定资产账

面价值合计 9,790.92 万元，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及电子

设备、其他设备，其中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830.70 万元，机器设备帐面价值

为 8,324.48 万元，运输设备的帐面价值为 414.33 万元，办公及电子设备帐面价

值为 190.63 万元，其他设备账面价值为 30.78 万元。 

（四）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

日， 

1、发行人合法拥有的 1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编号为：东府国用[2007]第特

312 号）和 13 宗房屋所有权为发行人自身银行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已经抵押的

房屋所有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权证号  名称 

1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13 号  厂房 C 

2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19 号  厂房 E 



 

3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0 号  厂房 G 

4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1 号  厂房 H 

5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2 号  厂房 D 

6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3 号  厂房 L1 

7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4 号  原料仓 A 

8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5 号  电房 A 

9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6 号  电房 B 

10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7 号  宿舍 A 

11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8 号  宿舍 B 

12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29 号  宿舍 C 

13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30 号  宿舍 D 

 

2、发行人其他主要财产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主要财产的所有权，发行人拥有的

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为其自身银行债务提供担保，不存在影响发

行人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合法、有效。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新增的重大合同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所称的“重大合同”是指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

合同标的达到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或者合同标的虽未达到前述标准，

但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合同或协议，以及其他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具有重大影响的合同或协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发行人子公司

宜安（香港）新增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授信协议 

2011年 8 月 26日，发行人与招行塘厦支行签署 0011050121号《授权协议》，

双方约定，招行塘厦支行向发行人提供人民币 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为 1年。 

2、最高额抵押协议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发行人与工行清溪支行签署清溪支行【2011】年【抵

押】字第【80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约定，发行人将其拥有 1宗国有

土地使用权和 13 宗房屋所有权抵押给工行清溪支行，抵押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

2,800万元，抵押期限自 2011年 11月 22日至 2016年 11月 21日。（具体详见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之“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四）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3、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 

2011年 12 月 20日，发行人与工行清溪支行签署 2011 年公司（清）出字第

8001号《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双方约定，工行清溪支行为发行人提供出

口发票融资业务，发行人将出口发票项下应收账款转让/质押给工行清溪支行。 

4、宜安（香港）签署的重大合同 

2011年 2 月 15 日，宜安（香港）与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订《银行

授信书》（编号：190302/128409/K02/KJA）。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宜

安（香港）使用授信种类为：投资额度、开立信用状、开立信用状（无货权）、

信托提货、应付账款融资、有不符合出口信用状议付（可追索）、打包放款 7 种。

每种授信种类的授信额度为 500 万港元。其中，开立信用状、开立信用状（无货

权）、信托提货、应付账款融资同时累计余额不能超过 500 万港元，有不符合出

口信用状议付（可追索）、打包放款同时累计余额不能超过 500 万港元。 

2011 年 1 月 27 日，宜安（香港）与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签订《银

行授信书》（编号：KWM-1/HM/CRA）。其中出口信用证最高额为 1,450 万元港

币，利率根据每笔具体业务确定；发票贴现最高额度 500 万元港币，利率为同期

HIBOR+2%；远期外币合约最高额度 500 万元港币，利率根据每笔具体业务确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发行人子公司宜安（香港）上述重大合同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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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1、根据《申报财务报告》，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发行人的其他应收

款为 344.38 万元；发行人的其他应付款为 113.80 万元。 

2、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和发行人财务部提供的其他应收款明细清单及说

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前五名其他应收款单位及其

形成原因如下： 

债务人名称 金额（元） 比例（%） 款项内容 

上市中介费用 2,587,415.00 66.87 境内、外中介机构费用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273,140.00 7.06 押金 

养老保险金 213,615.96 5.52 待扣款 

住房公积金 96,347.13 2.49 待扣款 

Philips (China) Invedtm 73,089.76 1.89 押金 

合计 3,243,607.85 83.83  

3、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和发行人财务部提供的其他应付款明细清单及说

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金额较大的前五名其他应付款单位及其形成原

因如下： 

单位名称 金额（元） 比例（%） 款项内容 

深圳市正本立航空服务 332,613.00  29.23  机票 

清溪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119,647.00  10.51  管理费 

罗马废品站 100,000.00  8.79  押金 

重庆大学 100,000.00  8.79  科研费 

王  利 80,000.00  7.03  购车款 

合计 732,260.00  64.35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金额较大

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系发行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合法、有

效。 

 

十一、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

变化事项。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目前亦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

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重大资产变化行为。 

 

十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度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1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股东提案）》，同意修改公

司发行上市后利润分配政策，并对《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相关条款进行了修

改。（具体详见本所出具的《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七）》相关披露）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修改《公司章程（上市草案）》有关利润分配

事项的条款，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关于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发行人 2011 年 7 月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

具日期间召开 4 次股东大会、6 次董事会，2 次监事会会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会议的召集通知、议案、会议记录、表决票及会议决议，

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决议内容及

签署均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关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授权与重大决策行为 

2012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2011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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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如下：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  率 

直接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执行“免、抵、退”税政策

转厂出口销售收入   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内销产品销售收入   销项税额税率 17% 

营业税   服务、租赁收入   5%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15%、16.5%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  5% 

教育费附加   按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  5% 

其他税费   按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   

 

（二）发行人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合法性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的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人持有的 GR200844000071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2008、

2009、2010年）。2011 年 6 月，发行人已按认证机构要求递交了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复审所需的相关材料，且被拟定为广东省 2011 年第一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并

已通过公示，已通过了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审备案

主管处室审核，2011 年度按 15%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2、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11 年度所获得较大金

额的政府补贴及奖励详细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依据和来源  批准文号  批准机关

2010年重点工业企

业研发经费补助 
191,919.70 银行进账单  无   

2010年科普经费补

助 
40,000.00

关于拨付 2010 年度东莞市

科普项目资助经费的通知 

东财函

[2010]1415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东莞市财政局工贸

发展科2010年省技

术专项资金项目经

费 

200,000.00

关于下达 2010 年省科技专

项资金地方项目经费的通

知 

粤财教

[2010]435

号 

广东省财

政厅 

财政局工贸发展科

2010 年省部产学研

合作企业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经费 

340,000.00

关于拨付 2010 年省部产学

研合作企业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经费的通知 

东财

[2010]586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东莞市工业龙头企

业奖励资金 
100,000.00

关于拨付 2010‐2012 年东

莞市工业龙头企业奖励资

金的通知 

东财函

[2011]388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上市辅导资助经费 2,000,000.00
关于印发《东莞市培育企业

上市操作规程的通知》 

东财函

[2011]806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2010年名牌称号企

业奖励资金 
300,000.00

关于拨付 2010 年度我市获

得名牌称号企业奖励资金

的通知 

东财函

[2011]642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2010年堤围费返还 129,673.86 银行进账单  无   

广东省加工贸易企

业奖励资金 
200,000.00 银行进账单  无   

2010年东莞市企业

研发投入资助资金
945,600.00

关于拨付 2010 年度东莞市

企业研发拨入资助经费的

通知 

东财函

[2011]237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东莞市国际商会企

业参展补贴 
40,000.00 银行进账单  无   



 

项目  金额（元） 依据和来源  批准文号  批准机关

2011年东莞市科学

技术资助 
500,000.00

关于颁发 2011 年东莞市科

学技术奖的通知 

东府

[2011]81 号 

东莞市人

民政府 

2011东莞推进制造

业款项 
50,000.00 银行进账单  无   

省院战略合作第一

批资金 
1,000,000.00

关于拨付 2011 省院战略合

作重大项目（第一批）资金

的通知 

东财函

[2011]1446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2010年装备制造业

第一批资金 
444,400.00

关于拨付 2010 年东莞市装

备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第

一批项目经费的通知 

东财函

[2011]1458

号 

东莞市财

政局 

2010年科技清溪工

程资金 
1,000,000.00

关于下达 2010 年度科技清

溪工程专项资金的通知 
无 

清溪镇政

府经贸办

2011年度技术标准

战略专项资金 
160,000.00

关于 2011 年度广东省实施

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助评

审结果的通告 

无 
广东省质

监局 

引进创新团队省财

政专项工作经费 
2,000,000.00

《广东省引进创新科研团

队合同书》 

201001C010

4669453 号 

东莞科学

技术局 

高性能稀土镁合金

在汽车大型零部件

上的应用项目资金

256,666.62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合

同书》 

2011A08040

3008 号 

东莞科学

技术局 

技术人员薪酬补贴 613,235.34 银行进账单  无 
香港生产

力促进局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获得的财政补贴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三）发行人依法纳税 

1、根据发行人《申报财务报告》及发行人财务总监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发行人于 2009 年度、2010 年度及 2011 年度没有偷税、漏税的情况，没

有受过税务部门的处罚。 

2、2012 年 1 月 5 日，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出具证明，“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税收

政策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期间没有税务行政处罚记录。” 

3、2012 年 2 月 2 日，东莞市地方税务局出具证明，发行人“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发现该纳税人有涉税违法行为。”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能够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



 

的情形。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持有的排污许可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持有 2011 年 4 月 12 日东莞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

编号为 4419002011000328 号《广东省污染物排污许可证》，排污种类为废水、废

气，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2 日。 

（二）根据广东省东莞市环境保护局 2012 年 1 月 12 日出具的《证明》，

发行人“近三年来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的护法律、法规，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

故和环境违法行为”。 

（三）根据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2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证明》，发

行人“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在我局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

法规有关规定的记录。”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符合有关环境保护、

质量技术监督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要求。 

 

十七、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所已经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本次募

集资金的运用情况。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募

集资金运用计划未发生变化。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的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项目 预计投入（万元） 已投入（万元） 

机器设备 21,321.00 1,571.25
固定资产投资 

房屋及建筑物 1,211.70 25.50

注：机器设备投入为：2010 年 10 月 8 日，宜安有限向苏州三基铸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三基”）购买 DC-2200D、DC-2700D 冷室压铸机各 1 台及相关的辅助设备，

已经支付 1,294.43 万元,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与苏州三基之间的采购合

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011 年 7 月 19 日，发行人向广东伊之密购买 DM1650ARC

卧式冷式镁合金压铸机及其他周边配套设施，已经支付 276.83 万元。 

房屋及建筑物投入为：2011 年 1 月 10 日，发行人支付厂房设计服务费 13 万，2011 年

3 月 30 日支付车间工程设计服务费 8 万元，2011 年 5 月 4 日支付车间地址勘察费 4.5 万元。 

 

十八、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审阅了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未来发展与规划”一节披

露的发行人当年和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及发展目标、未来规划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等内容，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申报财务报告》、发行人的工商、税务、外商、外汇、环境保护、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海关等行政部门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本所的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根据香港黄淑云律师行对发行人控股股东宜安实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主要股东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核查，持有发行

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

处罚案件。 

（三）根据香港黄淑云律师行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扬德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扬德经常居住地东莞市公安局清溪分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

董事长李扬德、总经理杨洁丹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董事长、



 

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仔细阅读并审查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对于其中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历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及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重点核查。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认为，

本次发行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历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真实、准确，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会因此引致法律风险。 

 

二十一、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具备

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创业板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具

备本次发行上市的条件。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所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历次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的

内容适当。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壹式陆份，伍份交发行人报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和机

构，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均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八）》签字

盖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八）》签字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  荣            

 

（盖章）                            经办律师：陈金山            

 

黄靖珂            

 

宋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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