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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当时适用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管理办法》、现行适用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注册管理办法》）以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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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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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州华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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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华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

工作报告》），于 2020年 6月 19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华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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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华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0年 8月 27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州华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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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0年 10月 9日出具《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华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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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20

年 10 月 30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华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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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 

鉴于深交所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出具《关于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10771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本所现针对《落实函》所涉相关法律问题事项，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补充和修改，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

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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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申报本次发行上市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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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实函》问题2：关于东莞微勤。 

根据审核问询回复，发行人收购东莞微勤后、控股东莞微勤期间，东莞微勤

主要为发行人提供游戏游艺设备框体加工业务及少量整机组装业务。东莞微勤主

要工序包括抛光、酸洗、除油、磷化、喷漆、喷粉、烤漆工序。出售东莞微勤后，

发行人直接向市场采购或委托加工的方式采购游戏游艺设备框体。东莞微勤收购

方龙旺实业的控股股东朱照华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供应商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朱华灿为兄弟关系，报告期内公司向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司采购

五金配件。2017-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各期公司向其采购金额占当期采购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84%、0.14%、1.12%、0.58%。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控股东莞微勤期间，各报告期内东莞微勤为发行人

提供游戏游艺设备框体加工业务及少量整机组装业务的成本，出售东莞微勤后发

行人直接向市场采购或委托加工的供应商情况，相应游戏游艺设备框体的成本对

比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发行人相关业务直接向市场采购或委托加工方式定

价的公允性，是否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存在明显偏低的情形；（2）控股东莞微勤期

间，东莞微勤的员工人数，是否存在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涉

及金额、人数及占比，是否构成违规；（3）报告期内，向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

司的采购金额、具体采购产品，定价是否公允，交易是否真实。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 关于东莞微勤为发行人提供游戏游艺设备框体加工业务

及少量整机组装业务的成本以及出售东莞微勤后发行人直接向市场

采购或委托加工的情况 

1. 报告期内，东莞微勤为发行人提供游戏游艺设备框体加工业务及少量整

机组装业务的成本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报告期内控股东莞微勤期间的东莞微勤成本明细表、发行

人与东莞微勤之间的采购订单和发行人说明确认，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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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东莞微勤 2017 年度、2018 年度作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为发行人提

供游戏游艺设备框体加工业务及少量整机组装业务，其成本包括游戏游艺设备框

体加工及整机组装业务成本及少量原材料和加工件销售成本，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游戏游艺设备框体加

工及整机组装业务 

金额 4,248.50 4,589.60 

占比 87.59% 99.32% 

原材料和加工件 
金额 602.19 31.25 

占比 12.41% 0.68% 

注：2018 年底发行人出售东莞微勤股权，向东莞微勤采购剩余的原材料和加工件。 

2. 出售东莞微勤后发行人直接向市场采购或委托加工的供应商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确认、提供的相关采购及委托加工合同，并经本所律师访

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供应商，发行人出售东莞微勤股权后，不存在向

供应商直接采购完整框体的情况，而是向广州浩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达

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瑞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华禺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等供应商采购五金件或采购部分半成品后自行加工，或者向供应商采购零部件

后委托广州灵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组装。上述零部件供应业务和委托加工业务市

场供应充足，且发行人与上述供应商均有多年合作关系，合作稳定。 

3. 发行人直接向市场采购或委托加工相应游戏游艺设备框体的成本对比情

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发行人相关业务直接向市场采购或委托加工方式定价

的公允性，是否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存在明显偏低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采购及委托加工合同、采购明细，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相关供应商： 

（1）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内，东莞微勤为发行人主要提供动感雷动 G、甜

蜜宝贝 5、雷动 G 等 6 款游戏游艺设备框体加工业务。2017 年度、2018 年度东

莞微勤框体加工及组装业务成本为 4,589.60 万元、4,248.50 万元，上述 6 款设备

框体加工及组装业务在东莞微勤当期业务成本占比为 84.93%、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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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游戏游艺设备框体的成本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台 

产品类型 2018 年度单位成本 2017 年度单位成本 2019 年采购或委托加工成本 

动感雷动 G 1.96 1.81 1.98 

甜蜜宝贝 5 1.49 1.48 1.65 

雷动 G 1.08 1.03 1.17 

巨兽浩劫 2.37 2.29 2.61 

变形金刚 1.57 1.59 1.68 

决战乒乓球 1.71 / / 

注：“决战乒乓球”产品于 2019 年后无委托加工或外购。 

（3）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供应商广州浩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达永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瑞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华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灵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持稳定合作关系。珠三角地区为

国内游戏游艺设备制造的主要区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较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

发行人与上述供应商根据市场情况定价，报告期内定价政策保持稳定，发行人向

该等供应商采购或委托加工定价具有公允性。 

  （4）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发行人除了向东莞微勤采购设备框

体之外，不存在向其他供应商采购框体的情形，发行人出售东莞微勤股权后，为

向供应商采购零部件进行自行生产或委托第三方组装。 

根据同行业公司广东世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宇科技）招股说明

书显示，世宇科技采用 OEM代工生产的方式，向 OEM厂商整机采购礼品机和儿童

机，2017 年至 2019 年世宇科技向 OEM 厂商采购整机的单价为 1.04 万元、1.08

万元、0.79万元。 

发行人与世宇科技委外加工的方式不同，委外的产品种类也存在差异，不存

在可比性。 

（二） 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东莞微勤的员工人数，是否存

在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涉及金额、人数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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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构成违规 

1.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东莞微勤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

金的情况 

根据东莞微勤的员工名册、社会保险缴纳申报表及缴纳凭据、住房公积金缴

存申报表及缴纳凭据、相关员工的身份证明、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

东莞微勤期间，东莞微勤的员工人数、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如下： 

项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员工人数 94 人 128人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社会保险缴纳人数 92 人 130人 

应缴未缴社保人数（注） 1 人 1 人 

应缴未缴社保人数占比 1.06% 0.78% 

当年度缴纳社保金额 71.61 万元  81.54 万元 

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住房公积金缴纳人数 91 人 120人 

应缴未缴住房公积金人

数（注） 
1 人 2 人 

应缴未缴住房公积金人

数占比 
1.06% 1.56% 

当年度缴纳住房公积金

金额（元） 
18.40 万元  6.60 万元  

注：（1）上表的员工人数统计，包含了当月新入职员工未于当月缴纳社保和公积

金的情形、已退休员工等无需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人员，计算应缴未缴社会保险/住房

公积金人数时系相应剔除该等无需当月缴纳人员。（2）期末的员工人数未包含当月月

末前已离职员工，东莞微勤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后部分员工于当月离职，导致缴纳社

保人数多于期末员工人数。（3）上表中 2017、2018 年期末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的 1 名员工为同一人，2018 年期末应缴未缴住房公积金的另 1 名员工系发行人当时

外派至东莞微勤的人员，东莞微勤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但未缴纳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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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理测算，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东莞微勤未为符合条件之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金额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测算未缴社保金额（万元） 0.54 1.13 

测算未缴公积金金额（万元） 0.2 7.89 

测算未缴金额合计（万元） 0.74 9.02 

测算未缴金额占发行人当期利润总额比例 0.02% 0.25% 

基于上述，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东莞微勤就应缴未缴员工按

照所适用地方执行标准要求进行合理测算的应缴未缴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金额

占当期发行人利润总额比例较小，对发行人报告期经营成果业绩影响较小。 

2. 政府主管部门已就东莞微勤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出具合规

证明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出具《企业遵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证明》，确认东莞微勤“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

间，在我市不存在违反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

录”。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20年 4月 23日出具《证明》，确认东莞微

勤“在本市不存在住房公积金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上述证明以及发行人的说明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东莞微勤自 2017年 1月 1 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

间在东莞市不存在违反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而受

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3.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采取有效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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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苏本立已就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缴纳事宜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报告期内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而被国家主管部门追索、处罚，或

牵涉诉讼、仲裁以及其他由此而导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受损的情形，由

此产生的一切支出均由其无条件全额承担清偿责任，以避免发行人遭受任何损

失。” 

综上所述，就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

纳情况，基于：（1）按照合理测算该期间应缴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金

额占发行人当期利润总额的比重较小，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成果影响较小；（2）

东莞微勤在该期间不存在员工社会保障方面相关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到

相关的行政处罚；（3) 实际控制人已采取有效解决措施，避免发行人因该等社会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事宜遭受损失；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

东莞微勤的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三） 报告期内，向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具体

采购产品，定价是否公允，交易是否真实 

1. 报告期内，向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具体采购产品 

根据发行人采购明细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东莞微勤与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

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相关采购订单和发行人说明确认，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旺五金）采购甜蜜宝贝、巨兽浩劫、雷动系列、头文字 D等游戏游艺设备的定制

化五金件，具体产品包括游戏游艺设备支撑部件、操纵杆、机械轴/杆、齿轮、

挡板/踏板等。此外发行人还向其零星采购电子配件及塑胶配件，具体产品如电

子按键、五金件配套使用的塑胶垫片及套环等。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龙旺五金合

作关系稳定，采购金额由发行人生产需求决定，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龙旺五金采

购金额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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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五金件 31.64 335.49 35.51 243.42 

塑胶配件 0.33 2.21 2.74 5.27 

电子配件 0.08 - 0.03 0.15 

合计 32.04 337.70 38.28 248.85 

2.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司的采购定价公允，交易真

实 

根据发行人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东莞微勤与龙旺五金之间

的采购合同、相关采购订单和发行人说明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抽查发行人向其他

同类型产品供应商采购同类产品的订单、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访谈主要供

应商： 

（1）发行人通过比价、竞争性谈判等方式与龙旺五金确定采购价格 

发行人制定了供应商管理制度，通过询价、比价等方式确保产品采购价格的

公允性。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龙旺五金采购的产品属于技术含量低、市场产能供

应充足、竞争充分的零部件。发行人综合考虑五金件的供货的及时性及质量的稳

定性，通过比价、竞争性谈判等方式与龙旺五金商定采购价格，该价格反映采购

当时该产品市场价格水平。 

（2）发行人向龙旺五金采购与向其他同类供应商采购不存在异常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龙旺五金采购的产品主要是五金件。发行人五金件其他主

要供应商包括广州市达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爱埔康金属制品厂、

广州华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广州亿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无关联关系供应商。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龙旺五金采购五金件单价与向其他无关联第三方供应商

采购可比零配件的单价差异不大。以底座支架采购情况为例，发行人向龙旺五金

的采购单价与广州市达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广州华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对

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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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个 

供应商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广州市达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3.63 32.74 34.10 31.38 

广州华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3.63 33.62 34.92 34.19 

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司 30.09 33.33 33.40 33.33 

发行人向龙旺五金采购底座支架的价格与其他两家供应商不存在实质性差

异，价格波动主要由采购数量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龙旺五金采购产品均出于游戏游艺设备生产制造的

需求，交易真实，定价公允。 

（四） 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认为： 

1. 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及出售东莞微勤股权后，相应游戏游艺设备框体的

成本对比不存在较大差异，发行人相关业务直接向市场采购或委托加工方式定价具有

公允性。 

2.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东莞微勤期间，东莞微勤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的人数、占比、按照合理测算的应缴未缴金额均较小，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成果

影响较小；东莞微勤在该期间不存在员工社会保障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

到相关行政处罚；该期间东莞微勤的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不会对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3.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东莞市龙旺五金有限公司采购交易真实，定价公允。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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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赖江临 

 

                      

 胡一舟 

  

                      

 郭钟泳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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