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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接受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席主承销商）的委托，作为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寒武纪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公开发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主承销商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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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44 号）、《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9]2 号）、《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3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司法

部令第 4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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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以下简称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上证发[2019]21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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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的规定，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金杜认为必须查

阅的其他文件，并合理、充分地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面谈、书面审查、查询、复核

等查验方式，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其中，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

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金杜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

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金杜对该等事实

的了解和对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理解发表核查意

见。 

金杜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有关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中国境外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也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对与本专业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特别注意义务，对非与本专

业相关的业务仅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在发行人、主承销商、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及其他相关主体提供的金杜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

证明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且

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的前提下，金杜根据《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0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公开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的议案，决定召开股东大会并将该等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0 年 3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逐项表决

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

本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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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交所、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0 年 6 月 2 日，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33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召开 2020 年第 33 次会议已经审议同意寒武纪本次公开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首发）。 

2020 年 6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4 号），同意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本次公开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且实施本次战略

配售已完成了发行人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批准。 

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及配售资格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对象和参与数量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

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本次公开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为：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2、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根据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配售协议，中证投资根据《业务指引》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公开

发行的战略配售。中证投资拟跟投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跟投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具体比例和金额在 T-2 日（2020 年 7 月 6 日）确定

发行价格后确定。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拟参与本次战配配售

的战略投资者名单及缴款金额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按首字母排序）： 

序

号 
投资者全称 投资者类型 

缴款金额 

（含佣金，万元） 

1 
联想（北京）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 

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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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投资者全称 投资者类型 

缴款金额 

（含佣金，万元） 

2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 

20,100 

3 
OPPO 广东移动通

信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 

10,050 

4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 
10,000 

 

本次初始战略配售 802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0%，符合《实施办

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中证投资作为保荐机构的跟投子公司，其认购比例和

金额符合《业务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 

《业务指引》第八条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

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

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

合《业务指引》《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公开发行

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的规定。 

（二）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联想（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北京）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000458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6 号 2 幢 2 层 201-H2-6 

法定代表人 杨元庆 

注册资本 25,000 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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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2 年 1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1992 年 12 月 24 日至 2037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维修、测试电子计算机及其零部件、电子计

算机外部设备、软件、信息系统及网络产品、电子信息产

品及通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电器印刷设备；委托加工、维修、测试税控收款机、

税控器、家用视听设备、打印机复印件用墨；上述商品、

家用电器、办公家具的批发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和进出口；自产产品出租；网络系统集成；数据管理服务；

客户支援服务；工业产品设计服务；网页设计服务；软件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服务；科技交流和

推广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回收批发废旧电

子产品；网络存储产品的推广和代理；委托生产汽车摩托

车零配件；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日用杂货、家用电器、

医疗器械 I 类、医疗器械 II 类；销售经国家密码管理局审

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产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国

家密码管理机构实行定点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20年 05月

02 日）；开发、生产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

产品（国家密码管理机构实行定点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20

年 05 月 30 日）；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三类医

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联想北京

为联想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联想北京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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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数据来自于其 2019 年年报 

2、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数据来自于 2019 年末工商数据 

3、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业务为咨询、投

资管理；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业务为咨询、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泛海控股集团的核心企业，是以产业为

基础，业务涵盖金融服务、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科技服务与数据信息技术、电力、战略投

资等多个领域的产融一体化的国际化企业集团 

 

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

与联想北京于 6 月 30 日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主要内容如下：①联想北京

为联想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以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型电子计算机、电

子信息产品及通信设备、服务器等产品为主，将通过本次战略配售强化与寒武纪的

长期战略合作；②寒武纪凭借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可以为联想北

京和联想集团提供云端人工智能芯片、终端人工智能芯片、基础系统软件平台等产

品及技术服务，并在智能计算中心、智能终端产品、边缘计算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联想北京作为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

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3. 资金来源 

经核查，联想北京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

金；同时，根据联想北京拟出具的承诺，联想北京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

为其自有资金。 

4. 关联关系 

经核查，联想北京与发行人股东北京纳远明志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湖北省

联想长江科技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发行人监事宋春雨担任董事的

企业联想创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同一控制下的主体。除此之外，联想北

京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联想北京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 



7 

联想北京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联想北京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三）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美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7429989733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蓬莱路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 何享健 

注册资本 3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8 月 5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8 月 5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对制造业、商业进行投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政策规定的专营、专控项目）；计算机软

件、硬件开发；工业产品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为企

业提供投资顾问及咨询服务；家电产品的安装、维修及售

后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运输代理服务。 

 

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美的控股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何享健 31,200 94.55% 

2 卢德燕 1,800 5.45% 

合计 33,000 100% 

 

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

与美的控股于 7 月 2 日完成相关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并通过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加强与寒武纪在边缘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

作，主要内容如下：①美的控股可在原有硬件设备基础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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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含量，引领家电等领域的 AI 技术；②通过与寒武纪的合作，双方通过在

智能供应链、工业互联网和芯片方面的合作，共同促进双方主业发展，实现在数字

化业务方面的共同进步。③在智能家电、智能机器人、智能物流等领域，寒武纪为

美的控股提供高效的智能算力和平台，保持美的控股在各个领域的智能平台领先

地位；美的控股为寒武纪提供重要应用场景，为寒武纪在相关领域的拓展提供支撑。

未来，寒武纪和美的控股将一起打造对应的智能机器人，智能物流等解决方案，赋

能更多的行业客户。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美的控股作为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

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3. 资金来源 

经核查，美的控股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

金；同时，根据美的控股拟出具的承诺，美的控股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

为其自有资金。 

4. 关联关系 

经核查，美的控股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美的控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 

美的控股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美的控股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四）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OPPO 广

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OPPO 移动）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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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748032117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海滨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金乐亲 

注册资本 45,926.76546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 年 4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03 年 4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VCD 机，DVD 机，家用小电器，平板电视

机，MP3 机，手机，无绳电话，各类通信终端设备，手机

周边产品及零配件，手机饰品，平板电脑及其周边产品、

零配件，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贴

片加工。从事电子产品和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软、硬件的开

发及相关配套服务，从事手机及其周边产品、配件的技术

开发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涉限涉证及涉国

家宏观调控行业除外，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

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OPPO 移

动为广东欧加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OPPO 移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10 

 

2.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并经本所核查，根据发

行人与 OPPO 移动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 OPPO

移动将积极探讨寒武纪人工智能芯片的应用，具体包括：①随着 OPPO 移动在手

机和物联网领域的发展与布局，双方可就未来设备智能化、运算智能化的需求开展

多种战略合作。②随着万物互融时代的启幕及 OPPO 移动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积累，

以及寒武纪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积累，双方可就多场景下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展多种

合作。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OPPO 移动作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3. 资金来源 

经核查，OPPO 移动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

资金；同时，根据 OPPO 移动拟出具的承诺，OPPO 移动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

的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 

4.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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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OPPO 移动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OPPO 移动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 

OPPO 移动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OPPO 移动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五）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金杜查

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2001 户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4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4 月 1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4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证投资的《公司章程》并经金杜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战略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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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发

行人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

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具体

事宜由本所另行规定。”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

括：……（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第十五条规定：“科创板

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发行人的保荐机构通过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保荐机构通过中国证监会和

本所认可的其他方式履行前款规定的，应当遵守本指引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的规定和监管要求。”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

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

司。 

根据《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本所核查，根据《证

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自 2017 年起将其自营投

资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由中证投资全面承担，中证投资的合规与风险管

理纳入了母公司中信证券统一体系。另经核查，2018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券业

协会发布《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

中证投资已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会员，接受协会自律管理。 

综上所述，中证投资系本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法

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作为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

条及《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第十五条关于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跟投

的相关规定。 

3. 资金来源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中证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有

资金。 

4. 关联关系 

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前，中证投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

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中证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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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24 个月。 

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中证投资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根据本次公开发行战略投资者拟出具的承诺函，战略投资者不存在《业务指引》

第九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

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本次公开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业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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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的规定。根据中证投资、美的控股、联想北京、OPPO 移动出具的承诺函、

《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前述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中证投资、美的控股、联想北京、

OPPO 移动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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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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