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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的

委托，担任宁波韵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出具了《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韵升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15 年 9月 2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15258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现本所律师根据《反馈意

见》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特别说明外，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法

律意见书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

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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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韵升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

起提交披露，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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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反馈意见一：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北京盛磁 70%的股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未购买北京盛磁全部股权的原因。2）是否有

收购北京盛磁剩余股权的后续计划和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答复： 

1、本次交易未购买北京盛磁全部股权的原因 

（1）保留核心股东，降低并购风险 

北京盛磁总经理、实际控制人杨金锡先生专业研习钕铁硼永磁材料 30 余年，

是国内业界首批从事钕铁硼永磁材料开发、经营的人员，并于 1999 年设立北京

盛磁开展钕铁硼的研发与生产，具有丰富的从业经历与管理经验。北京盛磁法定

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刘晓辉自北京盛磁成立以来一直分管标的公司的财务与制度

建设，在公司运营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为标的公司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盛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韵升 1,449.4141 70.00% 

2 杨金锡 310.5888 15.00% 

3 刘光清 310.5887 15.00% 

合计 2,070.5916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盛磁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仍将以独立法

人主体的形式存在，上市公司将在保持北京盛磁管理层现有团队基本稳定、给予

管理层充分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为其业务开拓提供支持。保留被收购方核心股东

部分股权，有利于稳定被收购企业管理团队，实现盈利能力的提升，减少并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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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2）降低并购成本 

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和标的资产的情况，认为采用控股型收购而不是全资

收购有利于公司节约资本投入，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本

次交易北京盛磁评估作价 18,011.55 万元，上市公司收购其 70%股权需支付对价

12,608.09 万元，较全额收购可以降低并购成本 5,403.46 万元。 

（3）核心股东具有较强持股意愿 

北京盛磁实际控制人杨金锡、刘晓辉看好钕铁硼行业的未来发展，并对在微

电机应用领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北京盛磁持续受益于行业发展持极大信心，希

望保留部分股权与公司共同发展。 

基于以上三点原因，宁波韵升本次交易未收购北京盛磁全部股权。 

2、收购北京盛磁剩余股权的后续计划和安排 

截至目前，宁波韵升尚无收购北京盛磁剩余股权的后续计划和安排。如未来

宁波韵升收购北京盛磁的剩余股权，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基于稳定北京盛磁核心管理团队、降低并购成本

及并购风险的考虑，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未收购北京盛磁 100%股权，而是通过控

股方式取得其 70%股权，符合一般商业逻辑，有利于促进北京盛磁持续稳定发展，

进而实现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权益最大化。宁波韵升目前尚无收购北京盛磁剩余股

权的后续计划和安排。未来，上市公司将根据经营安排选择北京盛磁剩余 30%

股权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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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二：申请材料显示，北京盛磁租用集体土地作为生产经营用地，不符

合《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存在法律上的瑕疵。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土

地租赁法律瑕疵的具体含义，存在的法律风险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是否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9 号）第十一条第（一）

项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土地基本情况 

盛磁科技目前生产经营用地系向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租赁取得（崔

村镇人民政府通过向土地使用权人崔村镇崔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租赁取得地块

使用权）。根据盛磁科技与崔村镇人民政府于 2003 年 4 月 21 日签订的《土地租

赁协议》，盛磁科技租赁土地位于崔村工业开发区，东至印刷厂，西至苹果园，

南至路，北至八家排水渠，土地面积共计 20 亩。土地使用租赁年限 50 年，自

2003 年 4 月 21 日起至 2053 年 4 月 20 日止，每 20 年顺签一次补充协议，直至

50 年租赁届满，租金共计人民币 80 万元，盛磁科技已全部付清。 

2、土地租赁法律瑕疵的具体含义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

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

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盛磁科技既非“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也不

符合“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情形，因此其租用

集体土地作为生产经营用地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3、存在的法律风险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 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

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 依照本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



 

6 

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

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

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上述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

责令出租方限期改正，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若租赁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出上述处罚决定，则盛磁科技无法继续使用其租用

的集体土地作为生产经营用地，且其建于土地上的建筑物和设施亦有可能被责令

限期拆除。 

4、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9 号）第十

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如前所述，盛磁科技租用集体土地作为生产经营用地，不符合《土地管理法》

的相关规定，存在法律上的瑕疵。但本次交易律师认为，该等情形不会对本次交

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1）根据盛磁科技的说明，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盛磁科技未被相

关政府部门要求其停止使用前述租赁土地、要求拆除、迁出其自建房屋或对其进

行行政处罚的情形，其亦未曾因与任何第三方就此发生任何过任何争议或纠纷。 

（2）租赁地块所在地人民政府出具《说明》，确认：租赁地块系由崔村镇人

民政府出租给盛磁科技，盛磁科技在租赁土地上自建房屋用于磁钢项目的生产经

营，合同期限自 2003 年 4 月 21 日至 2053 年 4 月 20 日，在合同期限内盛磁科技

可以使用租赁土地及租赁土地上的自建房屋开展工业生产经营。目前租赁地块及

租赁地块上的自建房屋未列入清拆范围，最近五年亦无拆迁计划。若在合同期限

内进行拆迁，则按合同约定对盛磁科技所受损失（含按评估价值计算的地上建筑

物的损失及搬迁费用）给予补偿。根据相关《说明》，若在合同期限内对盛磁科

技进行拆迁，崔村镇人民政府将按合同约定对盛磁科技所受损失给予补偿。 

（3）盛磁科技全资子公司青岛盛磁具备持续经营的生产场所，设计产能为

1,200 吨钕铁硼/年，目前该子公司整体产能利用尚未饱和。根据盛磁科技生产产

能 500 吨钕铁硼/年推算，盛磁科技未来完全可以通过将产能逐渐转移至青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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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方式减少潜在拆迁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4）盛磁科技作为国内微电机永磁材料领域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其

其技术优势及客户资源，无法继续使用该集体土地并拆除地上建筑物虽会在短期

内对盛磁科技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并给盛磁科技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

不会对盛磁科技的核心竞争能力构成显著损害。 

（5）盛磁科技实际控制人杨金锡、刘晓辉出具《承诺》，确认：尽力协助盛

磁科技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以合理价格取得租赁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使用

权期限不早于 2053 年 4 月 20 日）及地上建筑物的房屋所有权证，盛磁科技为办

理该等权证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以现金方式补偿给盛磁科技或宁波韵升。若因

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则尽力保证盛磁

科技在上述土地的租赁合同的合同期限内继续使用租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开展

正常生产经营。若盛磁科技在合同期限内因地上建筑的产权瑕疵问题、租赁使用

上述土地的租赁合同无效或者出现任何纠纷导致盛磁科技需要另租其他生产经

营场地进行搬迁、或被有权的政府部门罚款、或者被有关当事人要求赔偿，本人

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盛磁科技需缴罚款、搬迁费用、地上建筑物及待摊土地租

赁费截至最新一期的账面余额、因生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费用，确保宁

波韵升和盛磁科技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盛磁科技租用集体土地作为生产经营用地，不符

合《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存在法律上的瑕疵。但鉴于：1）土地出租房崔

村镇人民政府出具说明确认租赁地块及租赁地块上的自建房屋未列入清拆范围，

最近五年亦无拆迁计划；2）盛磁科技具备厂址搬迁的物理条件及设计产能；3）

土地瑕疵问题对盛磁科技核心竞争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4）盛磁科技实际

控制人杨金锡、刘晓辉承诺由其个人承担因相关瑕疵问题可能给盛磁科技造成的

经济损失，确保宁波韵升未来如果因盛磁科技资产权属瑕疵问题遭受损失时获得

足额补偿。本次交易律师认为，盛磁科技租用集体用地存在的法律瑕疵不会对本

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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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三：申请材料显示，北京盛磁及子公司青岛盛磁正在申请环保验收。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北京盛磁、青岛盛磁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况。2）北京盛磁、青岛盛磁申请环保验收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法律障

碍，并提示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报告期内北京盛磁、青岛盛磁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1）北京盛磁 

北京盛磁自设立以来未曾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上

市公司将敦促并协助北京盛磁积极推进环保验收，逐步规范北京盛磁的生产经营

活动。 

（2）青岛盛磁 

青岛盛磁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取得青岛市环境保护局下发的《关于青岛盛磁

科技有限公司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青环审

[2011]95 号），同意该项目按照申报及批复内容建设；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取得青

岛市环境保护局下发的《关于同意青岛盛磁科技有限公司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加工

项目（一期）试生产的函》（青环试[2012]33 号），同意该项目一期工程投入试生

产，并要求在投入试生产之日起 3 个月内申请竣工环保验收。青岛盛磁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向青岛市环境保护局提交了环保验收申请， 2013 年 7 月 31 日，青

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青验监 2013 第 030 号《监测报告》，对青岛盛磁稀土永

磁材料生产加工项目（一期）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但存在部分排放指标

未达标。 

青岛盛磁于2014年7月18日再次向青岛市环境保护局提交了环保验收申请，

青岛市环境保护局委托青岛环境监测中心站对青岛盛磁污水、废气、噪音等项目

进行检测。 

青岛盛磁虽目前尚未通过环保验收，但青岛盛磁已依法提交环保验收申请，

并在完成环保验收前由有权部门依法实施了环保监测，设立至今未收到环保部门

的任何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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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盛磁、青岛盛磁申请环保验收的进展情况 

（1）北京盛磁 

北京盛磁正在制作申请材料，将尽快提交环保验收的申请。如若北京盛磁最

终未能通过环保验收，一方面，北京盛磁将根据整改意见进一步完善生产工艺及

污染物处理系统并再次申报环保验收，避免因环保问题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

利影响。另一方面，根据北京盛磁实际控制人杨金锡、刘晓辉出具的《承诺函》，

因环保问题导致的处罚、停工等相关损失由杨金锡、刘晓辉二人承担，上市公司

利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2）青岛盛磁 

截止本回复出具日，青岛盛磁环保验收工作正在推进中，目前已完成立项、

初审、整改环节，待最后的验收环节完成即可通过本次环保验收。青岛市环保局

已委托青岛环境监测中心站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对青岛盛磁污水、废气、噪音等

项目进行检测。2015 年 9 月 22 日青岛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青验监 2015 第 025

号《监测报告》，对青岛盛磁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加工项目（一期）进行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 

根据《监测报告》验收监测结论，青岛盛磁废水排放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

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B 等级要求，废气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二级标准要求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应标准要求，噪音排放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相应标准要求。 

目前，青岛盛磁已向青岛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完成环保验收。鉴于青岛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确认青岛盛磁的环评检测项目符合环保排放标

准要求，青岛盛磁通过环保验收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3、提示风险 

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青岛盛磁环保验收工作正在快速推进中，目

前已完成立项、初审、整改环节，待最后的验收环节完成即可通过本次环保验收。

青岛市环保局已委托青岛环境监测中心站于 2015年 8月 12号对青岛盛磁污水、

废气、噪音等项目进行检测，并于 2015年 9 月 22日出具《监测报告》。《监测报

告》确认青岛盛磁的环评检测项目符合环保排放标准要求，青岛盛磁在取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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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报告》后已向青岛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完成环保验收。北京盛磁正在制作申请材

料，将尽快提交环保验收的申请。两家公司已经按照相关环保要求对生产经营过

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有效处理，最终通过环保验收的可能性高，但仍存在两家

公司因未能通过环保验收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北京盛磁与青岛盛磁自设立至今均未收到环保部

门的任何行政处罚，但均存在尚未通过环保验收的情形。目前北京盛磁正在制作

申请材料，上市公司将敦促该公司尽快提交申请并完成环评验收工作，如因未通

过环评验收遭受处罚或损失，根据杨金锡、刘晓辉出具的《承诺函》，相关损失

由杨金锡、刘晓辉二人承担，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对于青岛盛磁，

根据青岛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监测报告》，青岛盛磁的废水、废气及噪音的

排放符合相应环保排放标准要求，其通过环保验收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反馈意见十三：申请材料显示，北京盛磁全资子公司青岛盛磁自建 13 处房屋建

筑物预计 2015 年 9 月取得房产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青岛盛磁上述 13 处房屋

建筑物房产证办理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截止评估基准日，青岛盛磁未办证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为 1,026.71 万元。截止

本回复出具日，青岛盛磁已取得办理房产证所需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经规划部门核查，自建 13 处房屋建筑物中有 5 处不符合规划要求，分别为

警卫室、公寓楼、垃圾房、辅房、厕所（以下简称“5 处房产”），其余符合规划

要求的 8 处主体房屋建筑物已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提交申领房产证的资料，等

待房管部门颁证，办证不存在法律障碍。对于不符合规划要求的 5 处房产，青岛

盛磁将根据有关部门的反馈意见进行积极整改，力争通过整改达到规划要求后申

领房产证。 

截止评估基准日，青岛盛磁全部 13 处未办证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值合计

1,026.71 万元，不符合规划要求的 5 处房产评估值合计 76.57 万元，仅占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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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总评估值的 7.46%。截止评估基准日，全部 13 处未办证房屋建筑物总建筑

面积 10,867.77 平方米，不符合规划要求的 5 处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786.85 平方米，

仅占房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的 7.24%。此外，不符合规划要求的 5 处房产均为辅

助性配套设施，即使全部拆除亦不会对青岛盛磁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青岛盛磁实际控制人杨金锡、刘晓辉共同出具《承诺函》，承诺：“尽力协

助青岛盛磁尽快取得位于山东省平度市香店街道办事处香港路116-8号的地上建

筑物的房屋所有权证书，青岛盛磁为办理该等权证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以现金

方式补偿给青岛盛磁或宁波韵升；若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

证，则尽力保证青岛盛磁在上述地上建筑物所在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前继续使用上述地上建筑物开展正常生产经营；若青岛盛磁在上述地上建筑物所

在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前因地上建筑的产权瑕疵问题出现任何纠纷

导致青岛盛磁需要另租其他生产经营场地进行搬迁、或被有权的政府部门罚款、

或者被有关当事人要求赔偿，本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青岛盛磁需缴罚款、搬

迁费用、地上建筑物截至最新一期的账面余额、因生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其

他费用，确保宁波韵升和青岛盛磁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青岛盛磁自建 13 处房屋建筑物中的 8 处主体房

屋建筑物已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提交申领房产证的资料，等待房管部门颁证，

办证不存在法律障碍，剩余 5 处房产不符合规划要求。一方面，青岛盛磁将根据

有关部门的反馈意见进行积极整改，力争通过整改达到规划要求后申领房产证。

另一方面，不符合规划 5 处房产均为辅助性配套设施，且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合计

评估值及房屋面积占房屋建筑物总评估值及总房屋面积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仅为

7.46%和 7.24%，即使全部拆除亦不会对青岛盛磁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根据青岛盛磁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因未能取得房产证产生的一切损失

由其全权承担，该 5 处房产对本次交易定价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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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十四：申请材料显示，西安秦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盛磁使

用发电机外壳等 4 项实用新型专利。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秦澳新能源和北京盛磁

有关上述专利授权使用的协议主要内容，以及本次交易对专利授权使用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北京盛磁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与西安秦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专利实施

许可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西安秦澳将其拥有的专利号为 ZL201120188099.4 号

和 ZL201120177715.6 号的实用新型专利许可北京盛磁使用，许可方式为“独占

许可”，许可范围是“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的产品”，使用费及

支付方式为“无偿”，合同有效期至“2017 年 4 月 19 日”。 

北京盛磁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与西安秦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专利实施

许可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西安秦澳将其拥有的专利号为 ZL201120177712.2 号

和 ZL201120177714.1 号的实用新型专利许可北京盛磁使用，许可方式为“独占

许可”，许可范围是“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的产品”，使用费及

支付方式为“无偿”，合同有效期至“2017 年 6 月 14 日”。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北京盛磁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北京盛磁的股权发生变更，

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北京盛磁的股权变更不影响专利实

施许可合同的继续履行，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盛磁仍有权依据专利实施许可合

同在合同有效期内继续独占使用合同项下的专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西安秦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对北京盛磁关于发

电机外壳等 4 项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均为独占、无偿许可，专利授权尚在有效期

内。本次交易属于标的公司股权变更，不影响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继续履行，本

次交易完成后，北京盛磁仍有权依据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继续独占

使用合同项下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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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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