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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致：苏州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鼎餐饮”）的委托，上

海汇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申请挂牌”）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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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经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出具了《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关于

苏州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的法律意见书》（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关于

苏州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

意见》”）的要求，本所现就《反馈意见》中需要律师补充说明或解释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修改和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承诺和声明的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与《法律意见书》

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 

 

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声明与承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真实、完整和有效，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关副本或复印件材料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文件以及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

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公司本次申

请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申请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公司的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

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

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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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所提交的申请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或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但在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事先书面

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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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1 

 

关于公司食品安全卫生等问题，请公司单独列示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1）公司的食

品安全控制体系及采购、加工、存储、配送、人力资源、质量控制等管理措施，比如负

责食品安全的高级管理层的身份，从事质量监控的员工人数及有关员工的职位、资历

和背景；公司对供应商选择的标准及资质、进行检测的方式、次数及标准；公司主要

食材的来源、存储和保质情况；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受到相关部门对食品或餐厅卫生的

调查，解决的方案和处理的结果。（2）公司及其下属各食堂报告期内在食品安全、卫

生、环保、消防等方面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情况。（3）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有关其所

提供食品及服务的投诉情况。发生食物中毒等安全事故的，应披露事故原因、涉及的

顾客人数、处理结果。（4）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上事项，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因食品安全、卫生等问题造成的重大诉讼或纠纷，是否存在顾客投诉或索赔；核

查公司是否受到相关部门对其食品、卫生、环保、消防问题的调查及处理结果。 

 

1.1 公司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及采购、加工、存储、配送、人力资源、质量控制等

管理措施，比如负责食品安全的高级管理层的身份，从事质量监控的员工人数

及有关员工的职位、资历和背景；公司对供应商选择的标准及资质、进行检测

的方式、次数及标准；公司主要食材的来源、存储和保质情况；公司报告期内

是否受到相关部门对食品或餐厅卫生的调查，解决的方案和处理的结果。 

 

（1） 公司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及采购、加工、存储、配送、人力资源、质

量控制等管理措施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设有专业的供应链部门，由供应链经理、采购员、采购文员等人

员组成。供应链部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筛选，查看供应商的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政府颁发的合法资格证明。经筛选确认后，

与其签订采购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产品质量要求，要求供应商所提

供产品需符合国家的相关质量标准。为规范供应商的管理，对供应商

供货的质量给予控制，使采购原材料质量符合应用要求，公司还制定

了原料供应商处罚条款作为协议附件，以确保产品质量达到客户要

求。 

 

公司营运部下属品控部是公司食品安全的管理部门，主要职责为建立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公司产品品质及食品安全。营运部要求餐饮

服务人员对食品卫生及安全进行严格管理、实施监控，确保客户提供

卫生、安全、健康及优质的餐饮服务。 

 

经供应商配送相应原材料至项目点后，由营运部负责人对相应原材料

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原材料新鲜度、重量、质量等，退回不合

格的原材料，并要求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及时补货。验收合格后的原

材料，需分类存放，根据食品特性放入冷藏或冷冻室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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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控部对公司整个服务流程中涉及食品安全的环节进行监管控制，确

保公司每个运营环节不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以保证公司正常运营。目

前，公司品控部共有 5 人组成，且主要为公司运营环节相关核心人

员，均参加了上海博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举办的 ISO22000：

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培训课程并通过了考试。具体情

况如下： 

 

姓名 
内部审核员培训

合格证书编号 
个人简历 

叶燕娜  BR/F201506945 

1981年 12月 30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现任职蓝鼎

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副经理职

位，从事餐饮业 8 年以上，全面负责贝

朗、辉瑞、瑞萨和维苏威等外资企业的

配餐工作。

胡小超  BR/F201506946 

1984 年 1 月 23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曾任涟水

县今世缘大酒店厨师等职务。2004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任苏州工业园区蓝鼎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营运经理；2016 年 4

月股份公司成立后，任股份公司营运经

理。 

陈建军  BR/F201506944 

1974 年 6 月 14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历，曾任昆山

市玉山镇一品鸡粥店厨师、苏州市吴中

区东苑路绿杨馄饨店厨师等职务。200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任苏州工业园区

蓝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厨；

2016年 4 月股份公司成立后，任股份公

司行政副总厨。 

黄娜  BR/F201506947 

1988年 8月 7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现任职蓝鼎

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营运经理职位，

从事集体餐饮业 10 年以上，加入蓝鼎工

作 9 年以上，负责苏州园区企事业单位

的运营工作。

孟俊兰  BR/F201506943 

1978年 9月 7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职蓝鼎

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职位。

 

（2） 公司对供应商选择的标准及资质、进行检测的方式、次数及标准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选用供应商主要通过初选、试用、评定以及签订合同四个步骤来

最终完成合格供应商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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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选：对意向供应商进行综合考察，在考察中要重点了解供货商资质

证件，供货商的实力，专业化程度，货物来源，价格、质量及其现阶

段的供货状况和对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 

 

试用：对于初选合格的供应商由其进行供货，重点考察原材料的质量、

价格以及供应商配套服务等方面，通过试用评定后申报公司管理层，

一般试用周期为 2 个月。 

 

评定：在两个月的试用周期结束后，通过客户反馈、公司内部评价等

程序来进行了解，最终由总经理、行政总厨、采购人员组通过表决的

方式来确定。 

 

签订合同：在完成上述程序后，由公司采购部相关人员与供应商签订

供货合同，合同期限。 

 

公司对供应商检测的方式主要通过品质评定、交期评定、价格评定、

服务评定四个方面综合评价，其评定周期保持在每半年一次。对于以

上四项内容综合评分为 A 等的供应商为优秀供应商，公司给予账期、

订单方面的优惠政策；B 等供应商为良好供应商，由公司提出意见、

提请供应商改善不足；C 等供应商为合格供应商，由公司采购等部门

对供应商予以辅导；D 等供应商为辅导供应商，由公司采购等部门予

以辅导，三个月未达到 C 级予以淘汰；E 等供应商为不合格供应商，

直接予以淘汰。 

 

（3） 公司主要食材的来源、存储和保质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食材来源于供应商的供货，经供应商配送相应原材料至项目点

后，由营运部负责人对相应原材料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原材料

新鲜度、重量、质量等，退回不合格的原材料，并要求供应商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补货。验收合格后的原材料，需分类存放，根据食品特性

放入冷藏或冷冻室内保存。公司食品存储、保质情况良好，报告期内

未出现因食品变质而导致客户食用后不适而被有关部门处罚、整改的

情况。 

 

（4） 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受到相关部门对食品或餐厅卫生的调查，解决的方

案和处理的结果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

报告期内未在食品安全、卫生、环保、消防等方面受到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的调查。 

 

1.2 公司及其下属各食堂报告期内在食品安全、卫生、环保、消防等方面受到相关

部门处罚的情况。 



- 7 -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出具《证明一》、

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苏州市工业园区国土

保护局（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苏州市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http://www.sipac.gov.cn/dept/scjdglj/）、苏州工业园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信用信息公示栏（http://credit.sipac.gov.cn/sgs/xzcf.action）、无锡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示栏（http://fda.wuxi.gov.cn/zfxxgk/xxg

kml/index.shtml?ChannelID=2509）进行的查询，公司及各食堂在报告期内未

在食品安全、卫生、环保、消防等方面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或处罚。 

 

1.3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有关其所提供食品及服务的投诉情况。发生食物中毒等

安全事故的，应披露事故原因、涉及的顾客人数、处理结果。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

未因其提供的食品或服务受到投诉。 

 

1.4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上事项，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因食品安全、卫

生等问题造成的重大诉讼或纠纷，是否存在顾客投诉或索赔；核查公司是否受

到相关部门对其食品、卫生、环保、消防问题的调查及处理结果。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h

ttp://wenshu.court.gov.cn/）进行的检索，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食品安全、

卫生等问题造成的重大诉讼或纠纷，不存在顾客投诉或索赔。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承诺函》、苏州市工业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出具的《证明一》、苏州市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本所律师

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苏州市工业

园区国土环境保护局（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苏州市工业园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http://www.sipac.gov.cn/dept/scjdglj/）进行的查询，公司在

报告期内未受到相关部门对其食品、卫生、环保、消防问题的调查。 

 

 

2.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 

 

关于业务资质。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业务开展

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2）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3）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4）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

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5）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6）公司所取

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2.1 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蓝鼎餐饮的主营业务为食堂托管业务。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H62 餐饮业”中的“H6299 其他未列明餐饮业”行

业；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H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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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的行业为“H62 餐

饮业”中的“H6299 其他未列明餐饮业”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系餐饮业的主管部门，对该行业进行宏观管理。在具体

行业管理中，商务部会同卫生防疫部门、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以及餐饮服务

业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等）对餐饮业的行业标准、市场准入、从业资质、服务准则、卫生管理、环保

要求等方面，制定相关法规、管理办法和行业标准，对餐饮业进行管理。国家

工商总局和县级以上工商局具有维护经营秩序、规范公司行为、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职能。 

 

餐饮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具体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生效时间  颁布部门  文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 
2015.10.01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1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 
2009.08.27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18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 

2016.02.06 国务院 
国务院令第 666

号 

4. 
食品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 
2015.10.01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17 号 

5. 
餐饮业经营管理

办法 
2014.11.01

商务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 2014

年第 4 号 

6. 
餐饮服务许可管

理办法 
2010.05.01 原卫生部  卫生部令第 70 号

7. 
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
2010.05.01 原卫生部  卫生部令第 71 号

8. 
餐饮企业经营规

范 
2007.07.24 商务部 

商务部公告 2007

年第 65 号 

9. 

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2005.09.01
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令

2005 年第 79号 

 

2.2 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涉及的国家产业政策如下所示： 

 

发布时间 名称 

2011 年 11 月 《“十二五”期间促进餐饮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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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名称 

2011 年 12 月 
《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 

2012 年 6 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卫生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药监局、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2014 年 5 月 《加快发展大众化餐饮的指导意见》（商务部） 

 

根据商务部《“十二五”期间促进餐饮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大力

发展品牌化餐饮、绿色餐饮和节约型餐饮，统筹城乡餐饮发展，拓展现代经营

方式，提高产业集聚度，逐步形成各类餐饮业态互为补充、相互渗透，高、中、

 低档餐饮协调发展，中外餐饮相互融合，区域餐饮特色鲜明，大众化餐饮较

为普及的现代化餐饮发展新格局，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餐饮服务需求，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

提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食品消费和营养健

康需求为目标，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保安全，着力提高创新能力，促进

集聚集约发展，建设企业诚信体系，推动全产业链有效衔接，构建绿色生态、

供给充足、质量安全的中国特色现代食品工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遵循的原

则是安全卫生，营养健康；科技支撑，创新发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综合

利用，绿色发展。 

 

根据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药

监局、国务院食品安全办《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认真贯彻实

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坚持“预防为主、科学管理”的原则,以保障

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为基础，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

我国食品标准清理整合，制定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基本

构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需要、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根据商务部《加快发展大众化餐饮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

府的调节作用，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基本原则，以厉行餐饮节约、反对

食品浪费为方向，以法规标准和规划为保障，着力推动餐饮业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发展结构，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发展动力，形成方便快捷、

卫生安全、经济实惠、营养健康的大众化餐饮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餐饮服务需求。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2.3 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其与客户的合作协议、对公司的访谈及对公司客

户的访谈，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提供团膳餐饮管理服务（或称食堂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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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服务模式系由客户提供餐饮场所，由公司提供相应服务人员及餐

食制作服务，经现场制作为企业客户的员工提供就餐服务。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及销售的，应当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证》。根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食品经营许可实行一

地一证原则。 

 

苏州工业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出具《证明二》：“根据

《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以及苏州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

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苏州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无需办理餐

饮服务许可证，该企业已经取得了合法经营范围内一切资质和许可。” 

 

就上述业务模式分析如下：首先，蓝鼎餐饮的客户系《食品安全法》、《食品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及《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项下的食品经营者或餐饮服务

经营者，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尚未到期的《餐饮服务许可证》）；

其次，鉴于《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食品经营许可实行一地一

证原则，在公司的客户已经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前提下，公司不符合申领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再次，就公司该等商业模式是否需要办理食品经

营许可证，苏州工业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出具书面文件证明，说明公司

无需办理该等许可，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所

列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开展无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2.4 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2.3 节所述，在公司管理的客户食堂已取得相应许

可的情况下，公司业务的开展无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可

证》。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各食堂所取得的证照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照名称  经营者 许可证号 有效期  发证机关

1 
食品经营

许可证 

爱发科电子材料

（苏州）有限公

司 

JY332059400

21495 

2016.11.23 

‐ 

2021.11.22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2 
餐饮服务

许可证 

恩德斯豪斯（苏

州）自动化仪表

有限公司

（ 2011）第

320508‐

501461

2014.12.15 

‐ 

2017.12.14 

苏州工业

园区社会

事业局

3 
餐饮服务

许可证 

苏州特毅物业股

份有限公司姑苏

区市民文化活动

中心食堂

（ 2011）第

320504‐

6502075 

2014.10.14 

‐ 

2017.10.13 

苏州市姑

苏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4 
餐饮服务

许可证 

普杰无纺布（中

国）有限公司 

（ 2014）第

320508‐

530052

2014.10.28 

‐ 

2017.10.27 

苏州工业

园区社会

事业局

5 
食品经营

许可证 

苏州工业园区生

物产业发展有限

JY332059400

14305

2016.8.16 

‐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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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8.15  药品监督

管理局 

6 
食品经营

许可证 

肖特玻璃科技

（苏州）有限公

司 

JY332050500

14626 

2016.4.27 

‐ 

2021.4.26 

苏州市虎

丘区市场

监督管理

局 

7 
餐饮服务

许可证 

卡特彼勒（吴江）

有限公司食堂 

20113205845

00198 

2014.11.3 

‐ 

2017.11.17 

苏州市吴

江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8 
餐饮服务

许可证 

肖特尔（苏州）推

进器有限公司食

堂 

20153205050

00071 

2015.2.4 

‐2018.2.3 

苏州市虎

丘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9 
餐饮服务

许可证 

格兰富水泵（苏

州）有限公司食

堂

（ 2010）第

320508‐

501030

2013.5.27 

‐2016.5.26 

苏州工业

园区社会

事业局

10 
餐饮服务

许可证 

格兰富水泵（无

锡）有限公司 

JY332029900

00867 

2016.8.4 

‐ 

2020.10.14 

无锡市新

吴区市场

监督管理

局 

11 
餐饮服务

许可证 

挪度医疗器械

（苏州）有限公

司食堂 

20143205050

00616 

2014.10.16 

‐2017.10.15 

苏州市虎

丘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12 
餐饮服务

许可证 

高绿精密科技

（无锡 )有限公

司 

20153202990

00151 

2015.6.8 

‐ 

2018.6.7 

无锡市新

区管委会

社会事业

局 

13 
食品经营

许可证 

普利司通（无锡）

轮胎有限公司 

JY332029900

05210 

2017.2.15 

‐ 

2022.2.14 

无锡市新

区管委会

社会事业

局 

14 
餐饮服务

许可证 

惠氏制药有限公

司 

JY332050600

29539 

2016.4.28 

‐ 

2021.4.27 

苏州市吴

中区市场

监督管理

局 

15 
餐饮服务

许可证 

博思格钢铁（苏

州）有限公司食

堂 

JY332059400

13985 

2016.8.9 

‐ 

2021.8.8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16 
餐饮服务

许可证 

碧迪快速诊断产

品(苏州 )有限公

司 

JY332059400

13997 

2016.8.9 

‐ 

2021.8.8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17 
餐饮服务

许可证 

苏州碧迪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 2015）第

320508‐

530004

2015.3.18 

‐2018.3.17 

苏州工业

园区社会

事业局

18 
餐饮服务

许可证 

迪诺拉电极（苏

州）有限公司

JY332059400

17094

2016.9.26 

‐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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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25  药品监督

管理局 

19 
餐饮服务

许可证 

苏州赛琅泰克高

技术陶瓷有限公

司 

JY332059400

14001 

2016.8.10 

‐ 

2021.8.9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 
餐饮服务

许可证 

恩德斯豪斯流量

仪表技术（中国）

有限公司 

JY332059400

23941 

2016.12.16 

‐ 

2021.12.15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21 
餐饮服务

许可证 

贝朗医疗（苏州）

有限公司 

（ 2014）第

320508‐

530030

2014.7.9 

‐2017.7.8 

苏州工业

园区社会

事业局

22 
食品经营

许可证 

瀚德汽车产品

（苏州）有限公

司 

JY232059400

01982 

2016.3.8 

‐ 

2021.3.7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23 
餐饮服务

许可证 

瑞萨半导体（苏

州）有限公司 

（ 2013）第

320508‐

530001

2013.1.6 

‐2016.1.5 

苏州工业

园区社会

事业局

24 
餐饮服务

许可证 

维苏威高级陶瓷

（苏州）有限公

司 

JY332059400

13442 

2016.7.29 

‐ 

2021.7.28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25 
餐饮服务

许可证 

百得（苏州）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 

JY332059400

13612 

2016.8.2 

‐ 

2021.8.2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26 
食品经营

许可证 

采埃孚传动系统

（北京）有限公

司 

JY311310100

82997 

2016.1.6 

‐2021.1.5 

北京市食

品药品质

量管理局

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

局 

27 
食品经营

许可证 

超威半导体技术

（中国）有限公

司 

JY332059400

02228 

2016.3.8 

‐2021.3.7 

苏州工业

园区食品

药品监督

管理局 

 

此外，由于合同的特殊约定，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企业食堂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系以无锡分公司为主体取得。2016 年 1 月，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与

无锡分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向无锡分公司提供团膳餐饮管理服务的经营

场所。基于此，无锡分公司取得了下述《食品经营许可证》： 

 

证照名称  经营者  许可证编号  有效期  颁证单位 

食品经营

许可证 

苏州工业园区蓝

鼎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无锡分公司

JY33202990005084 
2016.3.14 

‐2021.3.13 

无锡市新区

管委会社会

事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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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可

证》的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与润泽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情

况如下：自 2015 年 9 月 31 日起，蓝鼎有限与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

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已履行完毕且未再续签，同时，2016 年 6 月 30 日，蓝

鼎餐饮与润泽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签署《终止协议》，自当日起终止双方之

间的合同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鉴于除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润泽制

药（苏州）有限公司外，公司管理的各食堂均已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

品经营许可证》，公司业务的开展无需其他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 

 

2.5 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2.4 节所述，除已终止合作的两家企业外，公司管

理的各食堂均已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司无需取

得其他资质。 

 

如《法律意见书》第 7.4.2 节所述，无锡分公司的经营范围超出蓝鼎餐饮的经

营范围，包含未实际经营的“制售外送快餐”项目。就此，公司已向本所律师

出具《承诺函》，承诺将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办理变更登记程序。2017 年

5 月 27 日，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无锡分公司颁发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该《营业执照》所载经营范围已与蓝鼎餐饮的经营范围一致。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其与客户的合作协议、本所律师对公司的访谈及

对公司客户的访谈，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提供团膳餐饮管理服务（或称食堂托管

服务），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的业务未超过其营业执照所载的“提供餐饮

管理、厨房设计”。 

 

2.6 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因蓝鼎餐饮从事经营活动无需取得相关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

权，因此公司不存在该等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无法续期的风险。 

 

 

3.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3 

 

关于消防安全核查。请公司补充披露各个托管食堂的消防安全资质的齐备性。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就其托管的各个食堂，蓝鼎餐饮向本所律师提供消防安全资质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食堂  文件  验收项目  文号 

1.  
普利司通（无锡）

轮胎有限公司 

建设工厂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凭证

普利司通（无锡）轮

胎有限公司食堂、浴

室加层建设工程 

锡新公消竣备字

[2015]第 0008 号 



- 14 - 
 

2.  
百得（苏州）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厂房建筑工

程消防复验合格

的意见 

百得（苏州）电动工

具有限公司五期厂房

工程 

苏公消[2004]验

194 号 

3.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生产车间改扩建工厂 

苏公消[2005]验

1572 号 

4.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

体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超威半导体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 AMD

测试封装厂地方扩建

项目及化学品库 

苏公消验[2011]第

0821 号 

5.  
维苏威高级陶瓷

（中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员工食堂消防设计变

更及内装修工程 

苏园公消验[2008]

第 0242 号 

6.  
贝朗医疗（苏州）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凭证

贝朗医疗（苏州）有

限公司办公楼扩建

（含产品展示） 

苏园公消竣备字

[2015]第 0515 号 

7.  
肖特玻璃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 

厂房建筑消防验

收合格的意见 
新建厂房工程 

苏公消（2006）验

字 0869 号 

8.  
碧迪快速诊断产品

（苏州）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新建厂房 

苏公消验[2007]第

1372 号 

9.  
瀚德汽车产品（苏

州）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厂房及办公楼建筑工

程 

苏园公消[2005]验

399 号 

10.  
挪度医疗器械（苏

州）有限公司 

建设工厂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凭证

挪度医疗器械（苏

州）有限公司厂房内

装修 

苏虎公消竣备字

[2014]第 0220 号 

11.  
采埃孚传动系统

（北京）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201 号厂房 

开公消验[2009]第

71 号 

12.  
瑞萨半导体（苏

州）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二期厂房轴 11‐13 之

间厨房内装修工程 

苏公消[2004]验

388 号 

13.  
迪诺拉电极（苏

州）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工业园区三区龙潭路

南建筑工程 

苏园公消[2005]验

213 号 

14.  

恩德斯豪斯流量仪

表技术（中国）有

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厂房工程 

苏公消[2004]验

321 号 

15.  

恩德斯豪斯（苏

州）自动化仪表有

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厂房建设工厂及办公

区室内装修工程 

苏公消[2006]验

1293 号 

16.  
苏州碧迪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建设工厂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抽查

合格意见书 

生产二区一期项目建

设及局部内装修 

苏园公消竣查字

[2014]第 0138 号 

17.  

苏州工业园区蓝鼎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无锡

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食堂） 

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检查

意见书 

内部装修工程 
锡新公消竣字

[2016]第 002号 

18.  
肖特尔（苏州）推

进器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 
厂房、仓库等工程 

苏公验[1999]验字

第 0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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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绿精密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关于新建厂房消

防验收合格的意

见 

生产用房 
锡新公消验[2005]

第 097 号 

20.  
苏州赛琅泰克高技

术陶瓷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 

钟南街 428号综合办

公楼内装修 

320000WYS130008

779 

21.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凭证

苏州工业园区桑田岛

生物产业园一期（W

区） 

苏园公消竣备字

[2015]第 0526 号 

 

报告期内，公司与苏州特毅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姑苏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的餐饮服务合

同已于 2017 年 2 月履行完毕；与卡特彼勒（吴江）有限公司的餐饮服务合同已于 2016

年 7 月履行完毕；与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的餐饮服务合同已于 2015 年 12 月

履行完毕。因与上述客户的餐饮服务合同已履行完毕且未续签，公司并未向本所律师

提供上述三家公司的消防安全资质。 

 

此外，公司未能向本所律师提供爱发科电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博思格钢铁（苏州）

有限公司、格兰富水泵（无锡）有限公司、普杰无纺布（中国）有限公司上述四家公司

的消防安全资质。 

 

就已提供消防安全资质的二十一家食堂，公司向本所律师出具《声明及承诺函》，承诺

该等消防安全资质与实际提供餐饮管理服务的场所相对应，自取得该等资质后不存在

后续装修、改建、扩建等需要重新进行消防验收或备案的情形。就未向本所律师提供消

防安全资质且仍继续提供餐饮管理服务的食堂，公司在前述《声明及承诺函》中进一步

承诺，公司将于 6 个月内委托第三方机构就上述企业食堂进行消防安全检测，确保其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有鉴于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托管的食堂中，二十一家食堂已经取得消防安全资质，

在消防安全领域资质齐备，就未提供消防安全资质的食堂，公司已承诺将在 6 个月内

采取措施确保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对于本次挂牌不存在实质障碍。 

 

 

4.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4 

 

公司曾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并：（1）提供代持认定的证据文件；（2）

补充说明公司历史上存在多次股权代持的原因、历次股权转让的对价及支付以及解除

代持的具体情况；（3）说明公司历史上存在股权代持的解除是否已经取得全部代持人

和被代持人的书面确认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历史上存在多次股权代持是否

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并发表意见。 

 

（1） 代持形成的原因 

 

蓝鼎餐饮的历史沿革中存在 2005 年代持及 2010 年代持两次股权代持，根据

郑丹、薛宏远、刘振、董宁共同签署的《股权代持事项说明》及本所律师与郑

丹进行的《访谈笔录》，该等代持形成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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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6 月蓝鼎有限设立时，《公司法》尚未设置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蓝

鼎有限的设立需要两名或以上的股东。因此，为符合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

条件，郑丹作为实际出资人，与薛宏远、刘振共同登记为蓝鼎有限股东，其中，

薛宏远、刘振并未实际出资，而是分别为郑丹代持蓝鼎有限 10%的股权。 

 

2007 年 9 月，刘振从蓝鼎有限离职，同时解除其与郑丹的股权代持关系；2010

年 7 月，薛宏远从蓝鼎有限离职，同时解除其与郑丹的股权代持关系。由于蓝

鼎有限及郑丹均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存续仍然需要两名或以上的股东，郑丹

于 2010 年 7 月与董宁建立代持关系，由薛宏远向董宁转让其代郑丹持有的

5%的股权，本次转让后，董宁代郑丹持有蓝鼎有限 5%的股权。 

 

（2） 历次股权转让的对价及支付 

 

2007 年 9 月，刘振与郑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5 万元的对价转让其持

有的蓝鼎有限 10%股权（请见《法律意见书》第 7.1.4 节），本次转让系为解

除 2005 年蓝鼎有限设立时形成的刘振与郑丹之间的代持关系，郑丹并未支付

股权转让对价。 

 

2010 年 7 月，薛宏远与郑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无偿转让其持有的蓝鼎有

限 5%的股权，同时，薛宏远与董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无偿转让其持有的

蓝鼎有限 5%股权（请见《法律意见书》第 7.1.8 节）。该等转让系为解除 2005

年形成的薛宏远与郑丹之间的代持关系，同时建立郑丹与董宁之间的代持关

系，因此该等转让均为无偿。 

 

2015 年 11 月，董宁与北极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10 万元对价转让其

所持有的蓝鼎有限 5%的股权（请见《法律意见书》第 7.1.9 节）。根据郑丹、

董宁、李闻共同签署的《北极燕股权代持事项说明》，在上述转让发生时，北

极燕系郑丹实际控制的企业，由李闻代郑丹持有北极燕 100%的股权，郑丹通

过北极燕间接持有蓝鼎有限之股权，本次转让系为解除 2010 年形成的董宁与

郑丹之间的代持关系，北极燕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3） 解除代持 

 

通过下述股权转让，2005 年代持关系解除：2007 年 9 月，刘振与郑丹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以 5 万元的对价转让其持有的蓝鼎有限 10%股权；2010

年 7 月，薛宏远与郑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无偿转让其持有的蓝鼎有限 5%

的股权，同时，薛宏远与董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无偿转让其持有的蓝鼎

有限 5%股权。 

 

通过下述股权转让，2010 年代持关系解除：2015 年 11 月，董宁与北极燕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10 万元对价转让其所持有的蓝鼎有限 5%的股权。 

 

根据郑丹、薛宏远、刘振、董宁共同签署的《股权代持事项说明》，各方均对上述解除

代持的相关情况予以确认，同时，各方共同确认对该等代持的形成及解除不存在任何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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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蓝鼎餐饮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

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5.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6 

 

关于历史沿革。请公司补充披露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是否存在股

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根据蓝鼎餐饮的工商档案，郑丹、薛宏远、刘振、董宁共同签署的《股权代持事项说明》

及本所律师与郑丹制作的《访谈笔录》，蓝鼎餐饮的历史沿革中，蓝鼎有限阶段存在 3

次股权转让，蓝鼎餐饮阶段未发生股权转让，历次股权转让均系为建立或解除代持关

系，均未支付对价，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转让人  受让人 

标的股权

比例 

对价 

（万元） 
对价支付 变更登记日期 

1. 刘振  郑丹  10%  5  未支付  2007.09.21 

2. 
薛宏远  郑丹  5%  无偿  未支付 

2010.09.09 
薛宏远  董宁  5%  无偿  未支付 

3. 
郑丹  北极燕  20%  40  未支付 

2015.12.07 
董宁  北极燕  5%  10  未支付 

 

蓝鼎餐饮历史上存在的 2005 年代持及 2010 年代持有关情况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 4 节所述；蓝鼎餐饮的持股平台有关情况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21 节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蓝鼎餐饮历次股权转让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6.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8 

 

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

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

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

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7 年 05 月 14 日出具的希会审字（2017）2086 号《审

计报告》，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之前，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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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苏州工业园区蓝枪鱼商

贸有限公司 
70,000.00 2014年 7 月  2015年 9 月 借款 

苏州工业园区蓝枪鱼商

贸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4年 12 月  2015年 1 月 借款 

苏州工业园区蓝枪鱼商

贸有限公司 
5,000.00 2015年 2 月  2015年 3 月 借款 

拆出：       

郑丹  400,000.00 2015年 8 月  2015年 9 月 借款 

郑丹  378,686.54 2015年 7 月  2015年 9 月 借款 

苏州北极燕广告策划有

限公司 
2,000.00 2014年 6 月  2015年 9 月 借款 

上海香与香寻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178,000.00 2015年 8 月  2015年 9 月 借款 

上海蓝枪鱼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150,000.00 2012年 10 月 

2014年 11

月、2015年

2 月 

其中 14 年 11 月偿还

11,070.58 元；15 年 2

月偿还 138,929.42元

上海蓝枪鱼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200,000.00 2013年 2 月 

2015年 2

月、5 月、6

月、9 月 

其中 2 月偿还

25,783.44 元；5 月偿

还 84,401.22元；6 月

偿还 28,763.36 元；9

月偿还 61,051.98元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资金垫付情况，详见下表： 

 

关联方  垫付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关联方为公司垫付   

郑丹  61,313.46 2015年 3 月  2015年 7 月

苏州工业园区蓝色梦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1,645.17 2015年 11 月  2015年 12 月

南京蓝枪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660.70 2015年 11 月  2015年 12 月

无锡市蓝马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3,188.78 2015年 11 月  2015年 12 月

苏州北极燕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29,583.00 2015年 11 月  2015年 12 月

苏州工业园区蓝枪鱼商贸有限公司  170,970.00 2014年 4 月  2015年 9 月 

公司为关联方垫付   

苏州北极燕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99,565.10 2015年 3 月  2015年 9 月

苏州工业园区蓝枪鱼商贸有限公司  14,400.00 2015年 12 月  2016年 3 月 

苏州高新区蓝玛琳西餐厅  227,158.60 2015年 11 月  2015年 12 月

 

为规范关联方与公司之间潜在的关联交易，在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建立了《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丹向本

所律师做出《声明及承诺函》，承诺“不会侵占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或协助、纵

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在申报审查前，公司已全部终止并消除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不存在《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款项未在申报前归还”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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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9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明：

（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

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

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

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

确意见。 

 

7.1 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

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1） 经本所律师通过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

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

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

ov.cn/search/）、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证监会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的查询，以及对公司、上海蓝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企

业信用报告》的查询，公司及上海蓝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  

 

（2） 经本所律师通过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

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

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

ov.cn/search/）、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证监会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的查询，该等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海蓝鼎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公司符合

监管要求。  

 

7.2 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

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

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1）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取得了苏州工业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苏州工业园区食药监局出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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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证明公司在报告期

内在工商、社保领域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已取得其合法经营范围

内的一切资质和许可，并未曾发生过食品安全而引发的重大安全事

故，不存在因违反《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同时，本所律师在苏州工业园区

国税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进行了公司的

涉税信息查询，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税务违法违规记录，公司

执行的各项税种、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和

法规。 

 

（2）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子公司上海蓝鼎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取得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说明》，说

明相关行政处罚信息、抽查信息和经营异常名录可通过上海市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h.gov.cn/）查询，经本所律师查询，上

海蓝鼎不存在行政处罚或经营异常情况。 

 

（3） 经本所律师审核郑丹、张学庆、冉翼、彭春、梁庆芳、蒋守兵、黄源、

胡小超、高满亮、陈建军、安燕鹏提供的《说明及承诺函》、《无犯罪

证明》及《个人征信报告》，该等自然人承诺不存在因上述违法行为

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

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4） 经本所律师通过苏州市工业园区国土保护局（http://www.sipac.gov.c

n/dept/gthbj/）、苏州市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http://www.sipac.

gov.cn/dept/scjdglj/）、苏州工业园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用信息公

示专栏（http://credit.sipac.gov.cn/sgs/xzcf.action）、上海市环境保护

局（http://www.sepb.gov.cn/）、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http://

www.shfda.gov.cn/）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及地方税务局（http://www.t

ax.sh.gov.cn）、上海质量技术监督局（http://www.shzj.gov.cn/）及上

海浦东（http://www.pudong.gov.cn）进行核查，公司、上海蓝鼎及法

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上述主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

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海蓝鼎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领域不存在列

入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海蓝鼎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

的情形，不存在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

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因此，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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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10 

 

关于股东的基金备案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股权架构中直接和间接股东是

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是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

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请分别在《推荐报告》、《法律意见书》中说明核查对象、

核查方式、核查结果；尚未按照前述规定履行备案程序的，请说明有无履行备案程序

的计划和安排。 

 

（1） 核查对象 

 

根据公司的工商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权架构包括 1 名自然人股东

与 1 名法人股东，法人股东为苏州北极燕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根据北极燕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其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灯箱、路牌、

霓虹灯、影视、广播、印刷品、产品样本广告；企业形象策划；代理自制广告

业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图文设计制作、室内装饰设计、会务服

务、婚庆礼仪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旅游信息自行、翻译服务、网站开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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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东均为自然人，股权结构如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第 13.1 节所示。 

 

（2） 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的工商档案、股东名册，查阅了北极燕的工商档案、《验

资报告》及向本所律师出具的《情况说明》，对北极燕管理层进行访谈，并在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中国证券

基金业协会（http://www.amac.org.cn/）进行检索。 

 

（3） 核查结果 

 

公司的股东郑丹为自然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根据北极燕的经营范围、北极燕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本所律师对北极燕管理

层进行的访谈，北极燕主要提供广告设计、活动策划等服务，其经营范围并不

含且并未从事投资、投资管理、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 

 

根据北极燕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本所律师与北极燕管理层制作的《访谈笔

录》，北极燕用于经营及出资的资金来源为股东投入，未以非公开方式向他人

募集资金，也未开展基金管理业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

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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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直接或间接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

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 

 

 

9.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11 

 

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在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情况，如存在，请主办券商

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1）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

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公司股权在 XX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投

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是否少于 5 个交易日；权益持

有人累计是否超过 200 人。（2）公司股票是否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情形，公

司股权是否清晰。（3）公司本次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出挂牌申请，是否属于《国

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约束的情形。（4）公司

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国办发[2017]11 号）关于

“区域性股权市场不得为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外的企业私募证券或股权的融资、转让提

供服务”的规定，公司所属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为苏州股权交易中心及江苏股权交易中

心。 

 

通过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由其出具《声明及承诺函》，并登录苏州股权

交易中心（www.suzotc.com）、江苏股权交易中心（http://www.jseec.com.cn/）检索，

公司并未在上述区域股权市场挂牌。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作出的《情况说明》及本所律师在苏州股权交易中心、江苏股权交

易中心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在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情况。 

 

 

10.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13 

 

关于合同签订。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签署的合同是否需要通过采购、招投标程

序，对相关合同的签署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效发表意见。若是，请公司补充披露：

（1）请公司补充披露所投的标的来源、招标模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通过

招投标获得主要订单数量，金额及占当期销售收入比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

的销售渠道，就获得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对持续经营存在不利影响发表意见。

（3）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一致性。 

 

10.1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签署的合同是否需要通过采购、招投标程序，对相

关合同的签署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效发表意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团膳餐饮服务，主要为企业客户提供食堂托管服务。公司主

要服务于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等外商投资企业客户。公司通过与客户直接进行商务洽谈

以及参与客户自行组织的招投标程序两种方式签订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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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情况说明》，公司在参加客户自行组织的招投标

活动时，其所投标的主要来源于中国招标网、行业客户介绍等。在该等招投标

模式下，公司营销人员根据招标书内容和要求，以及现场调研情况，编制投标

书，密封邮寄或者现场交与招标单位，由招标单位评定所有投标单位标书后发

出中标通知书，最后与客户签订餐饮服务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进行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法。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

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

依照本法规定的权限制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

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

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

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

的项目。” 

 

经核查并依据上述法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服务对象均不属于

法定必须进行政府采购程序及招投标程序的范围；但客户提出遵循其内部采

购程序或需通过其自行组织的招投标活动选择餐饮管理服务商时，公司也需

根据客户的需求，履行相关程序或参与招投标。为此，本所律师抽查了部分已

签订的合同协议以及招投标文件，认为公司已签署的业务合同符合前述签署

方式，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所签署的相关合同合法合规，具有法律

效力。 

 

10.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销售渠道，就获得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是否

对持续经营存在不利影响发表意见。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情况说明》，公司的销售渠道主要包括：通过公

开信息渠道获取项目信息，参与招投标获得项目；通过行业客户的推荐及根据

公司知名度及口碑向公司主动咨询洽谈获得项目。 

 

如前所述，公司经营业务不属于强制进行招投标的情况，其参加的招投标系由

客户自行组织进行的采购程序。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业务合同及相关

的招投标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获取销售订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存在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获取的销售订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必须强制进行政府采购与招投标程序的范

围，只需与客户自主洽谈签订合同，或履行客户自行要求和组织的采购与招投标程序

后签订合同。因此相关销售订单的获得及合同的签署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合规，所签订的业务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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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17 

 

请公司全面检查所报材料中律师是否全部见证、盖章、签字。 

 

经审阅公司本次挂牌的全套申报文件（电子扫描件），需律师见证的申报文件已全部见

证，并盖章、签字。 

 

 

12.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0 

 

公司有机构投资者。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定价依据；

（2）公司与投资者签署的协议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机构投资者取得公司股权

的价格、方式，进一步核查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是否与公司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投资

安排。 

 

根据蓝鼎餐饮的工商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蓝

鼎餐饮存在 2 名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郑丹与法人股东北极燕。北极燕现有郑丹等 17

名自然人股东，其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灯箱、路牌、霓虹灯、影视、广播、印刷

品、产品样本广告；企业形象策划；代理自制广告业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图文设计制作、室内装饰设计、会务服务、婚庆礼仪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展

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旅游信息咨询、翻译服务、网站开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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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所律师与实际控制人郑丹制作的《访谈笔录》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北极燕系蓝鼎

餐饮的持股平台，并非机构投资者，其有关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13 节。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法人股东北极燕不属于机构投资者，公司不存在机构投资

者。 

 

 

13.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1 

 

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员工持股平台，若存在，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

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员工持股平台的合法性，有无代持情形，是否存在争议

纠纷和潜在的争议纠纷；（2）员工持股平台出资形成、演变及最终清算过程，每一次

变更程序的合法合规性；（3）员工持股平台清理是否彻底、有无争议或潜在纠纷；（4）

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13.1 员工持股平台的合法性，有无代持情形，是否存在争议纠纷和潜在的争议纠

纷。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所律师与实际控制人郑丹制作的《访谈笔录》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极燕系蓝鼎餐饮的持股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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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燕持有蓝鼎餐饮 150 万股，持股比例为 25%，其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郑丹  27.12  54.24 

2  冉翼  6  12.00 

3  高满亮  5  10.00 

4  叶燕娜  1.8  3.60 

5  彭春  2  4.00 

6  梁庆芳  1.5  3.00 

7  董宁  1.2  2.40 

8  张学庆  0.96  1.92 

9  黄源  0.96  1.92 

10  周彤  0.96  1.92 

11  黄娜  0.9  1.80 

12  陈建军  0.4  0.80 

13  胡小超  0.4  0.80 

14  周伏志  0.4  0.80 

15  严暨华  0.2  0.40 

16  周洁  0.18  0.36 

17  钟明红  0.02  0.04 

合计  ‐  50  100 

 

其中 1 名自然人股东为公司董事长郑丹，9 名自然人股东为蓝鼎餐饮的员工，

4 名自然人股东为关联方蓝枪鱼的员工，3 名自然人股东为外部投资者。 

 

根据北极燕 17 名股东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

认为，北极燕系根据《公司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持

股平台合法、合规，北极燕的股权结构权属清晰，各股东持有的股权不存在代

持情形，也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行使受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争议纠纷

和潜在的争议纠纷。 

 

13.2 员工持股平台出资形成、演变及最终清算过程，每一次变更程序的合法合规

性。 

 

（1） 北极燕的成立 

 
2008 年 5 月 27 日，北极燕股东郑丹、董宁通过《股东会决议》、《公

司章程》，决议设立北极燕。 

 

2008 年 5 月 28 日，苏州新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苏新

盛验字[2008]第 350 号），北极燕已收到股东缴纳的首期出资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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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郑丹出资 9 万元，董宁出资 1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根据郑丹、董宁及李闻共同签署的《北极燕股权代持事项说明》，自

北极燕设立之日起，董宁代郑丹持有北极燕 10%的股权，就该等股

权，董宁并未实际出资。 

 

2008 年 6 月 13 日，园区工商就北极燕的设立核发《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设立时，北极燕的住所为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富路 8 号东景工业坊

17 号；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灯箱、路牌、霓虹灯、影视、广播、

印刷品、产品样本广告；企业形象策划；代理自制广告业务；企业营

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图文设计制作、室内装饰设计、会务服务、

婚庆礼仪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

询、旅游信息咨询、翻译服务、网站开发设计；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

北极燕设立时各股东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郑丹  45.00  9.00  90.00 

2  董宁  5.00  1.00  10.00 

合计  ‐  50.00  10.00  100.00 

 
（2） 北极燕变更住所及实收资本 

 
2009 年 11 月 24 日，苏州得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苏州

得一[2009]B142 号），确认截至 2009 年 11 月 24 日止，北极燕已收

到郑丹、董宁缴纳的第 2 期出资，合计 40 万元，其中郑丹第 2 期缴

纳的出资额 36 万元，董宁第 2 期缴纳的出资额为 4 万元，出资形式

为货币。 

 

同日，北极燕股东郑丹、董宁通过《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变更住所

为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68 号白领公寓裙房 308 室，变更实收资本

为 50 万元，并签署《公司章程》。 

 

2010 年 2 月 4 日，园区工商就上述变更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北极燕各股东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郑丹  45.00  45.00  90.00 

2  董宁  5.00  5.00  10.00 

合计  ‐  50.00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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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极燕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7 月 2 日，北极燕召开股东会，同意郑丹将其持有的北极燕

90%的股权以 4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蓝鼎有限，董宁将其持有的 10%

的股权以 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蓝鼎有限。2015 年 7 月 10 日，郑丹

与董宁分别与北极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变更完成后，北极燕成为蓝鼎有限之全资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

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1  蓝鼎有限 50.00  50.00  100.00 

合计  ‐  50.00  50.00  100.00 

 
2015 年 8 月 14 日，园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05940081）公司变更[2015]第 08050028 号）。 

 

根据郑丹、董宁及李闻共同签署的《北极燕股权代持事项说明》，本

次转让后，北极燕的 100%股权由郑丹控股的蓝鼎有限持有，因此本

次转让并未实际支付对价。 

 
（4） 北极燕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9 月 18 日，北极燕召开股东会，同意蓝鼎有限将其持有的

北极燕 100%的股权以 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闻。同日，蓝鼎有限

与李闻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变更完成后，北极燕不再作为蓝鼎有限之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

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李闻  50.00  50.00  100.00 

合计  ‐  50.00  50.00  100.00 

 
2015 年 10 月 26 日，园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05940043）公司变更[2015]第 10220004 号）。 

 

根据郑丹、董宁及李闻共同签署的《北极燕股权代持事项说明》，本

次转让系为建立郑丹与李闻之间的代持关系，本次转让后，北极燕的

100%股权由李闻代郑丹持有，本次转让并未实际支付对价。 

 
（5） 北极燕第三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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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8 日，北极燕召开股东会，同意李闻将其持有的北极

燕 100%的股权以 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丹。同日，李闻与郑丹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变更完成后，北极燕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1  郑丹 50.00 50.00  100.00

合计  ‐  50.00  50.00  100.00 

 
2015 年 12 月 8 日，园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05940330）公司变更[2015]第 12070021 号）。 

 

根据郑丹、董宁及李闻共同签署的《北极燕股权代持事项说明》，本

次转让系为解除郑丹与李闻之间的代持关系，本次转让后，北极燕的

100%股权由郑丹直接持有，因此本次转让并未实际支付对价。 

 
（6） 北极燕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1 月 12 日，郑丹与冉翼、高满亮、叶燕娜、彭春、梁庆芳、

黄娜、陈建军、胡小超及蓝鼎有限、北极燕共同签署《股权激励协议》，

约定根据受让人的工作年限、岗位贡献而有偿受让郑丹持有的北极燕

股权。 

 

2015 年 11 月 16 日，北极燕召开股东会，同意郑丹将其持有的北极

燕股权按下述价格向冉翼等 16 人转让：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价格（万元）

郑丹 

冉翼  12.00  6 

高满亮 10.00 5 

叶燕娜 3.60 1.8 

彭春  4.00  2 

梁庆芳 3.00 1.5 

董宁 2.40 1.2 

张学庆  1.92  0.96 

黄源 1.92 0.96

周彤 1.92 0.96

黄娜  1.80  0.9 

陈建军 0.80 0.4 

胡小超 0.80 0.4 

周伏志  0.80  0.4 

严暨华 0.40 0.2 

周洁 0.36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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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价格（万元）

钟明红 0.04 0.02

 
2015 年 12 月 24 日，北极燕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本次变更完成后，北极燕的股权结构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13.1 节所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北极燕的历次变更均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工商登记手

续，合法合规。 

 

13.3 员工持股平台清理是否彻底、有无争议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极燕全体股东所持股

权不存在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需要清理的情形。 

 

13.4 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根据蓝鼎餐饮的工商档案、历次增资及股权变动有关决策文件、协议，股权代

持所涉当事人签署的《股权代持事项说明》，北极燕全体股东出具的《声明及

承诺函》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郑丹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股权明晰，历次股权转让合法合规，现有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纠纷，符合“股

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14.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2 

 

关于一家子公司。（1）请公司梳理并补充披露子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和相应业务具有的关键资源要素。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各子公司开展业务的合

法合规性。（2）请公司补充披露子公司在公司业务流程中从事的环节与作用，以及公

司与子公司在业务上的分工与合作，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体系及实际

运作情况。（3）请公司补充披露家子公司的收入构成，子公司主要客户，母子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内部交易，如存在，请公司补充说明内部交易的最终实现情况。请主办券

商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4）请公司结合公司股权状况、决策机制、公司制度

及利润分配方式等补充说明并披露如何实现对子公司在人员、财务、业务上的控制。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就子公司财务规范性发表明确意见。（5）请公司补充披露非全资

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关联关系，搭建该股权架构的原因、是否存在通过其向公司股

东、董监高输送利益情形，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上述情况。（6）请公司补充

披露子公司上海蓝鼎的实缴出资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 1 家子公司，为上海蓝鼎。根据上海蓝鼎的工商档案并经公司出

具《情况说明》，上海蓝鼎自 2015 年 6 月 23 日设立以来，尚未取得收入，亦不具备相

应业务的关键资源要素。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说明》，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形成的

工商行政处罚信息、企业信息公示抽查信息和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可通过上海市企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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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gsxt.sh.gov.cn）查询。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没有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受到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2017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单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基本情况》，截至 2017 年 3 月，上海蓝鼎的缴费状况为正常缴费。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海蓝鼎尚未开展实际业务，其经营合法合规。 

 

 

15.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3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全面梳理公司行业监管层级、与公司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请公司补

充披露公司日常监管规范性、上级机关对其业务经营合规性的说明。请主办券商及律

师对上述问题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1 公司行业监管层级、与公司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行业监管层级、与公司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请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2.1

节。 

 

15.2 公司日常监管规范性、上级机关对业务经营合规性的说明。 

 

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结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

事规则，制定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进行决策，实施以及日常监督管理，同时公司还聘请了外部

律师，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合规性以及经营风险提出建议、指导，确保公司日常

经营的规范性。 

 

根据园区工商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蓝鼎餐饮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没有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而

受到园区工商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园区工商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由于机构改革，原苏州质

量技术监督局工业园区分局职能由园区工商行使，蓝鼎餐饮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没有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出具《证明一》，

蓝鼎餐饮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未曾发生因食品安全而

引发的重大安全事故，也未曾发生因为违反《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而受到该局处罚的情形；同时，根据该部门于同

日出具的《证明二》，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以及苏

州市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苏州工业

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无需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该企业已取得了

合法经营范围内一切资质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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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劳动和社会

保险情况证明》，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公司严格按照劳

动法律法规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员工缴纳园区公积金（社会

保险），包含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内容，

无拖欠情况；截至目前，公司未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原

因而受到行政处罚。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涉税

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经 CTAIS（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查询，蓝鼎餐饮

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有重大税务违法违章

记录。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符合行业监管要求及行业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的经营活动合法合规，不存在被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16.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4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有重合情形。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前五大客户重

合的原因，前五大客户订单获得的方式；（2）公司目前产品的销售方式和渠道；（3）

公司针对前五大客户重合所采取的措施；（4）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的关系。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以下事项

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对前五大客户是否存有依赖；（2）公司、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有关联关系，订单获得方式是否合法、合规。 

 

16.1 公司前五大客户重合的原因，前五大客户订单获得的方式。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希会审字(2017)2086 号《审计报告》，报告期

内，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及其占销售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不含税）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2017年 1 月 

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845,232.64  21.79

2  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520,966.04  13.43

3  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509,977.92  13.14

4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314,807.55  8.11

5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注）     299,494.67  7.72

小计  2,490,478.82  64.19

2016年度

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9,847,911.70  21.43

2  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5,133,915.15  11.17

3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4,580,546.82  9.97

4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3,341,172.53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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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2,974,001.19  6.47

小计 25,877,547.39  56.31

2015年度 

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4,957,110.62  15.77

2  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2,715,296.94  8.64

3  维苏威高级陶瓷（中国）有限公司       1,959,086.50  6.23

4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1,835,777.60  5.84

5  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1,816,527.40  5.77

小计  13,283,799.06  42.25

 

注：“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工商完成更名，更

名前“超威半导体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在报告期内，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期间均为公司的前五大客户，惠氏

制药有限公司、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在 20

16 年度、2017 年 1 月期间均为公司的前五大客户。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优质的餐饮服务品牌。公司通过优质的餐饮

服务，持续提高客户体验和满意度，增强客户信任度和粘性，通过公司的品牌、

口碑优势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故前五大客户存在重合情形。 

 

前五大客户订单获得的方式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订单获取方式 

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招投标 

2 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商务谈判

3  维苏威高级陶瓷（中国）有限公司  招投标 

4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招投标 

5 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招投标 

6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商务谈判 

7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商务谈判

8 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商务谈判

 

16.2 公司目前产品的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目前产品的销售方式和渠道请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10.2 节。 

 

16.3 公司针对前五大客户重合所采取的措施。 

 

根据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经过多年的营运，各方

面发展比较稳定，对于一些老客户的维护也一直正常有序的进行，近几年内，

公司主要的目标在稳定老客户的同时，也在发展新的客户，公司与一些潜在客

户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未来有较大可能在新客户的拓展上有新的突破。

此外，公司在上海等其他区域进行战略部署，未来在新地区的收入也有望有序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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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的关系。 

 

根据公司和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进行核查，公司、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关系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与公司关系 

与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关系

2017年 1 月 

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  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3  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4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5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016年度 

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  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3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4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5  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015年度 

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  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3  维苏威高级陶瓷（中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4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5  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单个客户销售额超过当期收入 25%的情况，不存在

对于前五大客户的依赖；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不

存在关联关系，公司销售订单的获取方式合法合规。 

 

 

17.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5 

 

关于公司销售模式。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招标方式、邀标方式、议标方式、

商务谈判模式占比情况，商务谈判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的情况及反商业贿赂措施。（2）

报告期内通过招投标获得主要订单数量，金额及占当期销售收入比重。请主办券商及

律师核查公司的销售渠道，就获得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围标等违法违规

的情况，是否对持续经营存在不利影响发表意见。 

 

根据蓝鼎餐饮提供的《销售渠道情况说明》，其销售渠道主要包括客户自行组织招投标

和商业谈判形式开展，各销售渠道的占比情况如下所示： 

 

取得

方式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 月 

客 金额（元）  占当期 客 金额（元）  占当期 客 金额（元） 占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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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数

量 

收入比

例

（%）

户

数

量

收入比

例

（%）

户

数

量 

收入比

例

（%）

招投标  10  17,088,564.80  45.64  10 29,424,175.97 35.98  7  2,258,451.50 41.79 

商务 

谈判 
28  14,349,027.81  54.36  18 16,534,239.40 64.02  16  1,621,428.88 58.21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10.1 节所述，公司的销售渠道不属于法定强制进行招投标的

情况，其参加的招投标系由客户自行组织的采购程序。 

 

为防止商业贿赂，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制定了《反商业贿赂管理办法》，

在商业活动中预防商业贿赂。 

 

根据本所律师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信用中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及裁判文书网，公司不存在因商业贿赂而受到处罚的情况，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

及承诺函》，公司确认：“公司及其业务人员在商务谈判时严格遵守《关于禁止商业贿赂

行为的暂行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给付或收受现金、红包、礼金、

有价证券、实物、虚假借款、回扣等其他任何形式的贿赂行为。” 

 

根据本所律师在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

ttp://www.gsxt.gov.cn）的查询，公司不存在因围标等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同时，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函》，公司确认：“公司及其业务人员在参与投标活

动时，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行为。公司自成立以来参与的任

何商业活动都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遵守并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属于法定强制进行招投标的情形，获得销售订

单的方式合法合规，参与客户自行组织的招投标也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不存在对于

持续经营的不利影响。 

 

 

18.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6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中，有重合情形。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前五大供应

商重合的原因，与前五大供应商的合作方式；（2）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与前五大供应商的关系。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以下

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是否存有依赖；（2）公司、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供应商是否存有关联关系。 

 

 

18.1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重合的原因，与前五大供应商的合作方式。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希会审字(2017)2086 号《审计报告》，报告期

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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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不含税）  占比 

2017年 1 月份 

1  苏州优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458,383.94  15.94% 

2  苏州祥通食品有限公司    376,202.65  13.08% 

3  苏州市南环桥市场国怀鲜肉经营部    363,073.21  12.62% 

4  江苏福康源粮油有限公司    198,279.65  6.89% 

5  吴中区南环桥市场周素红鲜肉经营部  149,849.32  5.21% 

小计    1,545,788.76  53.75% 

2016年度 

1  苏州优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3,572,415.80  12.60% 

2  苏州祥通食品有限公司    2,431,531.60  8.57% 

3  吴中区南环桥市场周素红鲜肉经营部    1,957,855.72  6.90% 

4  苏州市庄记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1,756,432.71  6.19% 

5  苏州福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652,555.84  5.83% 

小计  11,370,791.67  40.09% 

2015年度 

1  苏州市亚伦食品有限公司  3,231,526.95  16.94% 

2  吴中区南环桥市场周素红鲜肉经营部  1,932,569.78  10.13% 

3  苏州祥通食品有限公司  1,651,899.26  8.66% 

4  苏州东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1,435,362.69  7.53% 

5  苏州绿诚农产品有限公司  1,331,056.99  6.98% 

小计  9,582,415.67  50.24% 

 

在报告期内，苏州祥通食品有限公司、吴中区南环桥市场周素红鲜肉经营部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期间均为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苏州优

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 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期间为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以健康安全为本，提供高品质、美味营养的膳食和专

业订制的餐饮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立志成为企业和团队的餐饮合作伙伴”的宗

旨。为贯彻其宗旨，公司对供应商又严格的筛选过程，要求供应商所提供产品

需满足其质量要求。由于严格的供应商筛选过程，公司和能够及时、按要求提

供符合其标准的原材料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故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

商存在重合情形。 

 

公司与供应商的合作方式请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1.1 节（2）项。 

 

18.2 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供应商的关系。 

 

根据公司和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进行核查，公司、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关系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与公司 

关系 

与公司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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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的关系 

2017年 1 月 

1  苏州优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  苏州祥通食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3  苏州市南环桥市场国怀鲜肉经营部  非关联方 无 

4  江苏福康源粮油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5  吴中区南环桥市场周素红鲜肉经营部  非关联方 无 

2016年度 

1  苏州优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  苏州祥通食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3  吴中区南环桥市场周素红鲜肉经营部  非关联方 无 

4  苏州市庄记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5  苏州福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015年度 

1  苏州市亚伦食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2  吴中区南环桥市场周素红鲜肉经营部  非关联方 无 

3  苏州祥通食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4  苏州东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5  苏州绿诚农产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无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单个供应商采购额超过当期收入 20%的情况，前五

大供应商采购总额占当期总采购额的比例均在 50%左右，不存在对于前五大供应商的

依赖；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销售订单的获取方式合法合规。 

 

 

19.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7 

 

据公开转让说明书，董宁持有的股份实际为代郑丹持有，公司 2015 年 11 月第三次股

权转让系代持还原，本次转让董宁将该部分股份转让给北极燕。请公司说明代持还原

不是转给实际持有人郑丹，而是转给北极燕的原因，上述表述是否矛盾，该次转让未

支付对价是否合理。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情况，并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发

表专业意见。 

 

2015 年 11 月，董宁与北极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10 万元对价转让其所持有的

蓝鼎有限 5%的股权。 

 

根据郑丹、董宁、李闻共同签署的《北极燕股权代持事项说明》，自北极燕设立之日起

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董宁代郑丹持有北极燕 10%的股权，该等代持关系自 2015 年

10 月 26 日起解除；此后，李闻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起代郑丹持有北极燕 100%的股

权，该等代持自 2015 年 12 月 8 日起解除。因此，于前述转让发生时，北极燕系郑丹

实际控制的企业。 

 

同时，根据本所律师与郑丹制作的《访谈笔录》，为将北极燕作为蓝鼎餐饮的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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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丹有意将部分其直接持有的股权集中至北极燕名下，以便于此后持股平台的搭建。 

 

综合上述原因，本所律师认为，董宁向郑丹实际控制的北极燕而非郑丹本人转让其代

为持有的股权，系出于股权代持还原及搭建持股平台的目的，不存在矛盾，无需支付对

价。 

 

根据董宁与北极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郑丹、薛宏远、刘振、董宁共同签署的《股

权代持事项说明》及本所律师与郑丹制作的《访谈笔录》，郑丹、董宁、李闻共同签署

的《北极燕股权代持事项说明》，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违反

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20. 《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8 

 

报告期内收购三家子公司、设立一家子公司，后又转让上述 4 家子公司。（1）请公司

补充披露上述收购或设立子公司后又转让的原因，收购及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履行

的程序，收购及转让价款的支付与回收情况，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公司对收购子公

司、剥离子公司的会计处理，处置子公司对公司业务及财务的影响。（3）请主办券商

及会计师补充核查转让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核查会计处理及合并报表

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并核查纳入合并报表期间子公司财务核算是

否规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转让的真实性，是否存在代实际控制人持股

的情况、报告期内未处置之前子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并发表专业意见。 

 

20.1 上述转让的真实性，是否存在代实际控制人持股的情况。 

 

蓝鼎餐饮在报告期内收购并转让蓝枪鱼商贸、上海蓝枪鱼、北极燕，设立并转

让苏州蓝枪鱼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1） 蓝枪鱼商贸 

 

2015 年 7 月 2 日，蓝枪鱼商贸召开股东会，同意郑丹将其持有的蓝

枪鱼商贸 90%的股权以 13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蓝鼎有限，董宁将其

持有的 10%的股权以 1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蓝鼎有限。2015 年 7 月

10 日，郑丹与董宁分别与蓝鼎有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5 年 8

月 13 日，园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0

5940081）公司变更[2015]第 08050026 号）。 

 

2015 年 8 月 14 日，蓝枪鱼商贸股东蓝鼎有限做出股东决定，将其

持有的蓝枪鱼商贸 90%的股权以 13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丹，将其

所持有的蓝枪鱼商贸 10%的股权已 1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董宁。同

日，蓝鼎有限与郑丹、董宁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5 年 12

月 25 日，园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0

5940322）公司变更[2015]第 12230005 号）。 

 

（2） 上海蓝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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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28 日，郑丹与安燕鹏分别与蓝鼎有限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郑丹将其持有的北极燕 75%的股权以 37.5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蓝鼎有限，安燕鹏将其持有的 25%的股权以 12.5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蓝鼎有限。2015 年 8 月 5 日，上海自贸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

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410000003201507290044）。 

 

2015 年 10 月 8 日，上海蓝枪鱼股东蓝鼎有限做出股东决定，将其

持有的蓝枪鱼商贸 90%的股权以 4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丹，将其所

持有的蓝枪鱼商贸 10%的股权已 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董宁。2015 年

11 月 5 日，上海自贸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

知书》（41000003201510300073）。 

 

（3） 北极燕 

 

蓝鼎有限收购并转让北极燕股权有关情况请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 13.2 节。 

 

（4） 苏州蓝枪鱼 

 

2015 年 8 月 30 日，蓝鼎有限做出股东决定，决定设立苏州蓝枪鱼，

并于同日签署《公司章程》。2015 年 10 月 29 日，高新区工商向苏

州蓝枪鱼颁发《营业执照》。 

 

2015 年 11 月 30 日，苏州蓝枪鱼股东蓝鼎有限做出决定，将其持有

的苏州蓝枪鱼 90%的股权以 4.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丹，将其持有

的苏州蓝枪鱼 10%的股权以 0.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董宁。同日，蓝鼎

有限与郑丹、董宁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5 年 12 月 22 日，

高新区工商就上述变更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0512012

1-1）公司变更[2015]第[12230009]号）。 

 

关于蓝枪鱼商贸的转让，郑丹、董宁共同出具《关于蓝枪鱼商贸股权转让事项

的承诺函》，承诺“上述股权转让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有的股权转让或者

受让均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情况，对于股权转让不存在争议或权属纠纷。本

人持有或转让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 

 

就上海蓝枪鱼的转让，郑丹、董宁、安燕鹏共同出具《关于上海蓝枪鱼股权转

让事项的承诺函》，承诺，“上述股权转让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有的股权转

让或者受让均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情况，对于股权转让不存在争议或权属纠

纷。本人持有或转让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 

 

就北极燕的转让，其真实性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4.2 节。 

 

就苏州蓝枪鱼的转让，郑丹、董宁共同出具《关于苏州蓝枪鱼股权转让事项的

承诺函》，承诺“上述股权转让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有的股权转让或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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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均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情况，对于股权转让不存在争议或权属纠纷。本人

持有或转让的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蓝鼎餐饮收购三家子公司、设立一家子公司，并处置

上述四家子公司的有关股权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代实际控制人持股的情况。 

 

20.2 报告期内未处置之前子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1） 蓝枪鱼商贸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出

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报告期内，蓝枪鱼商贸未发现有

重大税务违法违章记录。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出具的《证

明》，报告期内，蓝枪鱼商贸在其辖区内未被发现违反该局职责的相

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未被查处过。 

 

2017 年 7 月 5 日，苏州工业园区食品药品安全稽查大队出具《关于

苏州蓝枪鱼商贸的相关问题的回复函》，蓝枪鱼商贸在报告期内未查

询到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信息。 

 

（2） 上海蓝枪鱼 

 

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

ov.cn/index.html）、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上海浦东网站（http://www.pudong.gov.cn/shpd/）进行查询，上海蓝

枪鱼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受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

政处罚。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

蓝枪鱼无其他违法违规情形。 

 

由于蓝鼎有限已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将上海蓝枪鱼转让给郑丹、董

宁。因此，在报告期内未处置之前，上海蓝枪鱼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情形。 

 

（3） 北极燕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出

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报告期内，北极燕未发现有重大

税务违法违章记录。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出具的《证

明》，报告期内，北极燕在其辖区内未被发现违反该局职责的相关法

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未被查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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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州蓝枪鱼 

 

根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声明及承诺函》，苏州蓝枪鱼自 2015 年

12 月 29 日设立起无实缴出资，未开展经营活动，且已计划注销。2

017 年 6 月 28 日，苏州蓝枪鱼已向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国税局提交

了税务注销申请。 

 

经本所律师通过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

ttp://wenshu.court.gov.cn/）、苏州高新区行政处罚公示（http://www.

snd.gov.cn/frontPage/sgs/xkcf.jspx?type=xzcf）进行的查询，苏州蓝

枪鱼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报告期内未处置之前，该等四家子公司不存在违法违

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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