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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未来传媒/本公司/公

司 
指 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挂牌的挂牌主体 

未来传媒有限 指 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来传媒之前身 

四方集团 指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未来传媒之股东 

本次挂牌 指 
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及项目经办律师 

中原证券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华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鹏信 指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监管指引第 3 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业务规则（试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基本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 

《公司章程》 指 
由未来传媒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创立大会审议通过的《未

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指 
由未来传媒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创立大会审议通过的《未

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指 
由未来传媒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创立大会审议通过的《未

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 指 
由未来传媒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创立大会审议通过的《未

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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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4 月 2 日出具的瑞华

审字【2017】62010103 号《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 

《评估报告》 指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5 日出

具的鹏信资评报字[2017]第 S034 号《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拟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所涉及的净资产价值评估报告》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出具的“华城证字[2017]第【0060】号”《北京市华城律师事

务所 

关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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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意见书》 

报告期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2 月份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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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法律意见书 

华城证字[2017]第【0060】号 

致：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未来传媒有限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本所律师接受未

来传媒有限的委托，担任其申请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业务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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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股转系统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针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承诺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未来传媒与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

了充分地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未来传媒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

律意见书》中的内容；但未来传媒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已对未来传媒相关文件中引用的与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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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了审阅和确认。 

4、未来传媒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承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资料、副本材料或者口

头证言。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主办券商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

与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对该等事实发表法

律意见。 

5、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

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股转系统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仅对本次挂牌的

合法性及对本次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会计、审计、

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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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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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

适当资格。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未来传媒为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

得本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

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7、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未来传媒本次挂牌的申报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文件一起提呈股转系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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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未来传媒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1、2017 年 6 月 1 日，未来传媒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转让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

请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2017 年 6 月 18 日，未来传媒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

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时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转让的议案》，同意未来传媒向股转系统申请

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并同意授权未来传媒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挂牌

的全部相关事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本次挂牌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该等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均合法、有效；未来传媒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及程序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未来传媒本次挂牌已经获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根据《监督管理

办法》、《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来

传媒本次挂牌尚需取得股转系统的同意。 

二、未来传媒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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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系由未来传媒有限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取得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620000053118571U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未来传媒的基

本情况如下： 

名称：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文成路无号第 4 层 001 室（泓园小区）； 

法定代表人：邱进胜；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13 日； 

经营期限：2012 年 9 月 13 日至 2032 年 9 月 12 日； 

经营范围：组织群众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

推广；销售周边文化产品；销售农产品；博物馆经营；企业营销策划；组织会展、

论坛和商务交流活动；批发兼零售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动漫的设计、

制作；国内外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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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依法存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解散或终止的情形，即不存在下列情形：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

由出现；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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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解散或

终止的情形，具备《公司法》、《业务规则（试行）》、《基本标准指引》规

定的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未来传媒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未来传媒的前身未来传媒有限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成立时持有甘肃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620000000018662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公司

营业执照》；2017 年 5 月 25 日，未来传媒有限按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取得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620000053118571U 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系由未来传媒有限按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

体变更设立，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因此，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已经持续经营两年以上，符合《业务规则（试

行）》第 2.1 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审计报告》及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未来传

媒的主营业务为组织、策划和推广群众文化活动及其衍生业务。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2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669,902.91 元、10,754,335.69

元、367,924.53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3.48%、86.79%和 86.67%。

未来传媒的主营业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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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自设立至今一直持续

经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没有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重大

处罚，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其终止经营或影响持续经营

能力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业务明确，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试行）》第 2.1 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已经依法建立、

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等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并通过了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制度（未来传媒的公司治理机制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之“十五、未来传媒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2017

年 6 月 1 日，未来传媒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核公司

治理机制执行情况评估结果的议案》，对公司治理机制设置及执行情况进行了讨

论和评估，董事会认为，未来传媒已经依法建立、健全了规范、科学的治理机制，

具备了公司治理制度并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得以正常执行，公司的治理机制健

全。 

2、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未来传媒确认，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没有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规章的行为，亦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公司实际

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

罚、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且行为合法合规。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已全部归还。（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未来传媒的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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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治理机制

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试行）》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设立时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

法合规。公司向全体发起人发行的股份真实、合法、有效；实际控制人、各股东

之间不存在股份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未

来传媒的设立”）。 

未来传媒自设立至今的历次增资及股权变动行为均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相

关各方签署的协议、合同、决议文件真实、合法、有效，亦办理了相应的变更登

记手续，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正文之“七、未来传媒的股本及演变”）。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股权明晰、股票

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规则（试行）》2.1 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6 月 25 日，未来传媒与中原证券签署了《未来四

方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聘请中原证券作为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规则（试行）》

第 2.1 条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目前已经具备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但本

次挂牌尚需取得股转系统的同意。 

四、未来传媒的设立 

（一）设立的方式、程序、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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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来传媒设立的方式和程序 

根据未来传媒的工商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系按未来传媒有限经

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设立时所履行的程

序如下： 

（1）2017 年 3 月 15 日，未来传媒有限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同意将未来传

媒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提请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关于《公司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 

（2）2017 年 4 月 2 日，瑞华出具“瑞华审字【2017】62010103 号”《审

计报告》。经审计，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7 年 2 月 28 日，未来传媒有限的总资产

为 16,999,679.11 元，总负债为 1,077,136.17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5,922,542.94

元。 

（3）2017 年 4 月 4 日，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 “（国）名称变核

内字[2017]第 1325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未来传媒有限整体

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为“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2017 年 4 月 5 日，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蔺童文、韩泽华、周琳、

王猛、瞿军业、蔺彩连、斯高让、雍正、李济生、邱进胜、朱峰、陈晖、张琳，

14 名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5）2017 年 4 月 5 日，未来传媒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6）2017 年 4 月 5 日，深圳鹏信出具“鹏信资评报字[2017]第 S034 号”《评

估报告》。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2 月 28 日，未来传媒有限的总资产

评估值为 1,699.97 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 107.71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1,595.23

万元。 

（7）2017 年 4 月 5 日，未来传媒有限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

未来传媒第一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 

（8）2017 年 4 月 11 日，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甘）名称变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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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字[2017]第 6200001000299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

变更为：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2017 年 4 月 17 日，瑞华出具“瑞华验字【2017】62010003 号”《验

资报告》，证明：未来传媒已收到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未来传媒有限的净资产

15,922,542.94 元按照 1.5923:1 的比例折合的股本 1000 万股。 

（10）2017 年 4 月 17 日，未来传媒召开创立大会，与会发起人（或其代表）

一致通过了关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与未来传媒设立有关

的 11 项议案。 

（11）2017 年 4 月 17 日，未来传媒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和董事会秘书，审核通过了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方案，同时审议通过了《总经

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细则》、《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内控管理制度。 

（12）2017 年 4 月 17 日，未来传媒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13）2017 年 5 月 25 日，未来传媒依法在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

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000053118571U 的《营业执照》。 

2、未来传媒设立的资格和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的设立具备了《公司法》规定的发起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的所有条件，详述如下： 

（1）未来传媒共有 14 名发起人，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符合《公司法》第

76 条第（一）项、第 78 条的规定。 

（2）根据瑞华出具的“瑞华验字【2017】62010003 号”《验资报告》和未

来传媒的《营业执照》，未来传媒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股本总额为 1000

万股，未来传媒的全体发起人认购了未来传媒的全部股份并于 2017 年 4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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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缴足了注册资本，符合《公司法》第 76 条第（二）项、第 83 条第一款的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的设立过程履行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必

要程序，其设立方式和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第 76 条第（三）项的

规定。 

（4）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全体发起人制订了《公司章程》并经未来

传媒创立大会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第 76 条第（四）项、第 81 条的规定。 

（5）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取得了由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国）

名称变核内字[2017]第 1325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及“（甘）名称

变核内字[2017]第 6200001000299 号”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未来传

媒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召开创立大会，选举产生了五名董事组成第一届董事会，

选举产生了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第一届监事会；未来传媒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

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了监事会主席；未来传媒建立了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上

述情形符合《公司法》第 76 条第（五）项的规定。 

（6）根据未来传媒的《公司章程》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未来传媒

继续使用未来传媒有限的生产经营场所，符合《公司法》第 76 条第（六）项的

规定。 

（7）根据瑞华出具的“瑞华验字【2017】62010003 号”《验资报告》，未

来传媒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股本总额不高于未来传媒有限的

净资产额，符合《公司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设立的程序、方式、资格、条件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设立过程中的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4 月 5 日，未来传媒的全体发起人股东共同签署

了《发起人协议》，该协议约定：未来传媒有限的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共同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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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名称为“未来四方集团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全体发起人

以其拥有的未来传媒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对股份公司进行出资，并按其在未来传

媒有限的出资比例确定其对股份公司的出资比例；该协议还对股份公司的设立程

序、各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起人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会引致发起人因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三）设立时的审计、评估和验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的过程中聘请了瑞

华进行了审计和验资，聘请了深圳鹏信进行了资产评估，审计和资产评估结果均

经创立大会确认。 

经本所律师核查，瑞华、深圳鹏信均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专业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设立过程中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和

验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创立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4 月 17 日，未来传媒召开了创立大会，未来传媒

的全体发起人参加了本次创立大会，代表未来传媒 1000 万股的股份。该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设立所需的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未来传媒的第一届董事会董

事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创立大会的召开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公司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来传媒创立大会所形成的决议真实、

有效。 

（五）设立中的所得税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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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的规定，对于资本公积、未分

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中由自然人股东获得转增的股本，应按照“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项目，适用 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未来传媒有限以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人民币 15,922,542.94 元为基础进行整体变更，

其中人民币 1000 万元作为变更后的未来传媒的股本，其余人民币 5,922,542.94

元元计入变更后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改制前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改制后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不涉及以上规定中因转增股本而需自然人股东纳

税问题。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由于注册资本未增加，自然人股东

暂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存在应缴未缴税款的情形。 

五、未来传媒的独立性 

（一）业务独立性 

1、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立足于群众文化

活动，致力于为社会各行业的客户提供包括宣传策划、冠名推广、会展设计、周

边产品代销等在内的全方位专业化的综合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植根于甘肃文

化，与多家文化协会、政府机构进行合作，组织策划过大型群众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公司利用经验优势为戏剧、电影等文化活动提供文案策划或创作支持，以弘

扬先进文化为己任。 

2、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的业务独立于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未来传媒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且公司已采取了避免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发生同业竞争或者显

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的措施（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未来传媒的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业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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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独立性 

1、根据未来传媒的工商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及前身未来传媒

有限的设立及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等行为均真实、有效；根据瑞华出具的“瑞华

验字【2017】62010003 号”《验资报告》和未来传媒的《营业执照》，未来传

媒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未来传媒的全体发起人认购了未来传媒的全部股份

并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缴足了注册资本。未来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

系按原账面净资产进行折股，不涉及各发起人另行对未来传媒以现金或其他资产

缴纳出资。 

2、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注册商标等正在

办理权属名称变更手续外，未来传媒合法拥有与其业务和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财产，

该等资产的权属完整、产权清晰；未来传媒不存在资产、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况；未来传媒对所有资产拥有完全的控制和支配权，

不存在权属纠纷（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一、未来传媒的主要财产”）。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资产独立。 

（三）人员独立性 

1、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未来传媒的总经理、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产生，不存在超越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做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公司工作并领取报酬，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或领取薪酬的情

况。未来传媒的财务人员均专职在未来传媒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2、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的人员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

开，公司已按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与所有在册正式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建

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行政管理制度。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人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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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构独立性 

根据《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拟设置如下： 

 

1、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已经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聘

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2、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目前下设综合部、设计策划部、运营部、财

务部、市场销售部，其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健全，各部门机构均按照《公司章程》

以及其他管理制度的规定独立运作，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机构独立。 

（五）财务独立性 

1、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已建立了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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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会计人员，并已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

立作出财务决策，进行财务管理。 

2、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开立了独立的银

行账户，依法取得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核发的编号为 8210-00632188

号（核准号：J8210009665403）的《开户许可证》；公司设立了独立的银行基本

账户，其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大教梁支行，账号：

104033280809。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

行账户的情形；未来传媒的财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 

3、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依法独立进行纳

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的情形。 

4、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未来传媒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不存在未来传媒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违规提供担

保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财务独立。 

（六）未来传媒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依据未来传媒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

严重缺陷。 

（七）未来传媒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

事义务；且如本节（一）至（六）项所述，未来传媒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方面具备独立性。基于前述独立性，未来传媒拥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其业务活动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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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来传媒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发起人及股东 

1、发起人（现有股东）的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共有14名股东。其中，13名股东为自然人，1名

股东为公司法人；该14名股东均为未来传媒设立时的发起人。各股东（发起人）

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股）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1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 净资产折股 

2 蔺童文 2,600,000 26.00 净资产折股 

3 韩泽华 1,000,000 10.00 净资产折股 

4 周琳 600,000 6.00 净资产折股 

5 王猛 600,000 6.00 净资产折股 

6 瞿军业 400,000 4.00 净资产折股 

7 蔺彩莲 400,000 4.00 净资产折股 

8 斯高让 400,000 4.00 净资产折股 

9 雍正 300,000 3.00 净资产折股 

10 李济生 200,000 2.00 净资产折股 

11 

 

邱进胜 200,000 2.00 净资产折股 

12 朱峰 100,000 1.00 净资产折股 

13 陈晖 100,000 1.00 净资产折股 

14 张琳 100,000 1.0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0,000,000 100.00 - 

 

（1）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瞿金叶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律意见书 

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675945029X 

法定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后街 20 号 

经营范围 

工艺品开发；学术研究、史料整理、依法收藏、鉴藏保护、投资管理、

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施工总承包、机械设备的租赁（不含融资租

赁）；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成立时间 2008 年 1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08 年 1 月 25 日至 2038 年 1 月 24 日 

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1 瞿金叶 3,500.00 70.00 

2 瞿军业 1,500.00 30.00 

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瞿金叶 

监事 瞿军业 

登记机关 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由各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

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资产也未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亦未接受

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因此，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需

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2）蔺童文 

蔺童文，女，汉族，1986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

科学历，艺术设计专业，2010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2009 年 4 月至今，

就职于甘肃钰鼎典当有限公司，担任监事；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3 月，就职于

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14 年 3 月至今，就

职于未来四方集团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 年 4

月至今，就职于甘肃艺术银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3）韩泽华 

韩泽华，男，汉族，1982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

士学历，在职工商管理专业，2007 年 6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2005 年 6 月毕业于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8 月，就职于甘肃天

庆房地产集团天水分公司，担任销售部部长；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10 月，就

职于甘肃天庆房地产集团，担任副总经理；2009 年 10 月至今，就职于甘肃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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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集团，担任总经理。 

（4）周琳 

周琳，女，汉族，1968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新加坡永久居住权，硕士

学历，在职工商管理专业，2012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 年 7 月毕业

于厦门大学，计划统计专业；1989 年 9 月至 1993 年 8 月，就职于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担任助理经济师；1992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苏州国

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担任董事；1993 年 9 月至 1996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石油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1996 年 9 月至 2001 年 2 月，就职于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天然气办公室，担任经济师；2001 年 2 月至 2004 年 4 月，就职于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广东 LNG 接收站，担任资金与风险管理部总经理；2004 年 4 月至 2004

年 12 月，就职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上海 LNG 接收站，担任财务负责人；2005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万邦集团，担任中国区战略发展总监；2007 年 7 月至今，

就职于成都万邦东西方文化旅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

年 9 月至今，就职于四川省东与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08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万邦生态农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1 年 8 月至 2016 年 4 月，就职于万邦泛亚（北京）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就职于万邦泛亚（中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担任负责人；2012 年 3 月至今，担任清大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2015 年 8 月至今，担任深圳市前海陇商科技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2015年 10月至今，担任北京凡是自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理；2016年 4月至今，

就职于万邦泛亚（北京）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兼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担任四方公社（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 年 5 月至今，

担任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王猛 

王猛，男，蒙古族，1983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

士学历，金融 MBA 专业，2014 年 4 月毕业于长江商学院。2007 年 7 月毕业于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07 年 8 月至 2007 年 11 月，自由职业；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就职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交易员；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7 月，就职于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担任交易管理员；2009



                                                          法律意见书 

26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就职于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投资经理；2013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鼎筹资产管理事务所，现任合伙人。 

（6）瞿军业 

瞿军业，女，汉族，197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

士学历，在职工商管理专业，2012 年 9 月毕业于兰州大学。1988 年 9 月毕业于

兰练中学；1988 年 10 月至 1988 年 12 月，待业；1989 年 1 月至 1993 年 12 月，

就职于西固区百货公司，担任营业员；1994 年 1 月至 1998 年 9 月，就职于中国

石油兰州石化公司，担任工人；1998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担任甘肃四方会计

有限公司监事；2001 年 9 月至今，担任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监事；2003

年 9 月至今，担任甘肃顺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监事；2006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

甘肃敦煌敦信拍卖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9 年 4 月至今，就职

于甘肃钰鼎典当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 年 12 月至今，担任甘

肃艺术银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监事；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担任未来四

方集团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有限

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16 年 6 月至今，担任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监

事；2016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兰州大敦煌画廊中心中川机场营业部，担任负责

人；2017 年 5 月至今，担任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7）蔺彩莲 

蔺彩莲，女，汉族，196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

专学历，计划统计学专业，1985 年 9 月毕业于甘肃省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1985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1 月，就职于兰州棉纺织印染厂，担任职工；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退休；2017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现任运营部员工。 

（8）斯高让 

斯高让，男，藏族，1973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堪

布，1989 年 7 月毕业于青海果洛州白玉达唐佛学院；1989 年 9 月至 1998 年 7

月于印度学习古梵文；1998 年 7 月至 2007 年 8 月，于东南亚（以印尼为主）弘

法、慈善、文化交流；2007 年 8 月至今，于中国阿坝马尔康研究古梵文、古藏

文、唐卡，并担任中国阿坝马尔康更巴美多寺寺管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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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雍正 

雍正，男，汉族，1975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

学历，微电子专业，1997 年 7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专业研究生。1997 年 8 月至 2000 年 4 月，就职于天津中环小型机公司，担任助

理工程师；2000 年 5 月至 2008 年 2 月，就职于北京中电飞华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化分公司，担任总经理；2008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北京国能日新系统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 

（10）李济生 

李济生，男，汉族，195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

科学历，体育专业，1977 年 9 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1969 年 9 月毕业于天津

市人民公园中学；1969 年 10 月至 1969 年 12 月，待业；1970 年 1 月至 1974 年

8 月，就职于甘肃省岷县农机厂，任工人；1974 年 9 月至 1977 年 9 月，于北京

体育大学学习；1977 年 9 月至 1993 年 2 月，就职于甘肃省陇南市体委，担任体

校教练；1993 年 2 月至 2013 年 2 月，就职于陇南市驻北京联络处，担任主任；

2013 年 3 月至今，退休。 

（11）邱进胜 

邱进胜，男，汉族，1976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

士学历，战略管理与应用哲学专业，2014 年 6 月毕业于甘肃省委党校（在职）。

2000 年 6 月毕业于甘肃省广播电视大学，财务与计算机管理专业；2000 年 6 月

至 2004 年 11 月，就职于兰州印铁厂，担任办公室副主任；200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职于甘肃四方艺网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经

理；2017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

总经理。 

（12）朱峰 

朱峰，男，汉族，1989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

学历，工商管理专业，2014 年 12 月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 2015 年 3 月至今，

就职于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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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晖 

陈晖，男，汉族，198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

学历，法律专业，2005 年 7 月毕业于甘肃政法学院。2005 年 7 月至 2005 年 9

月，待业；2005 年 10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

理。 

（14）张琳 

张琳，女，汉族，197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专

学历，计算机应用专业，1993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93 年 9 月至

2004 年 10 月，就职于三毛集团，担任职工；2004 年 11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四

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2、发起人（现有股东）的主体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公司全体发起人的身份证明核查以及向公司部分员工的询

问，公司全体自然人发起人均为具有中国国籍，或在中国境内有住所，且均为具

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公司的法人股东亦为在中国境内

登记注册且实际经营地为中国的境内公司，具有合法的法人主体资格。经查阅公

司章程、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以及全体股东签署的《承诺函》

等资料，除李济生外，其他发起人未在政府部门或其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企事业

单位任职或担任领导职务，亦不存在依照《公司法》、《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能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股东资格的规定，

具备担任公司发起人的主体资格。 

股东李济生曾在政府机关任职，目前已退休，退休前任职单位为陇南市驻北

京联络处，退休时为处级干部。对其股东适格性分析如下： 

a.《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

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规定：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不得

兴办商业性企业，不得到这类企业任职，不得在商品买卖中居间取酬，不得以任

何形式参与倒卖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不得向有关单位索要国家的物资，不得进

行金融活动。 

该文件发布背景是在物资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规范商业流通领域存在的“倒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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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为此所禁止退休干部兴办的企业是指“商业性企业”，而不是针对所有企业。

未来传媒属于服务业，不属于“商业性企业”。此外，李济生 2016 年 12 月以增资

的方式入股未来传媒有限，即有限公司不是李济生所兴办。因此，李济生参股公

司并不违反该规定。 

b.《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6）第 102 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

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

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2010）第 2 条规定：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有下列行为：（六）离职

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鉴于李济生于 2013 年退休，且公司经营活动与李济生原工作业务不直接相

关，也未在李济生原任职务直接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因此，李济生持有公

司股份不违反上述规定。 

综上，李济生退休后投资入股未来传媒有限公司，并持股至今，不违反所适

用的党政机关干部廉洁自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其股东身份适格。 

3、发起人（现有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公司确认，未来传媒间接持股股东瞿金叶系股东四方集

团的法定代表人，其持有四方集团 70.00%的股权；股东瞿军业系股东四方集团

的监事，且持有四方集团 30.00%的股权。瞿军业系瞿金叶的妹妹，股东蔺童文

系瞿金叶的女儿，股东蔺彩莲系瞿金叶丈夫的妹妹。除此之外，其余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未来传媒设立时的发起人具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

人并进行出资的资格。 

2、未来传媒共有 14 名发起人，全部发起人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

符合《公司法》关于发起人人数和住所的要求；各发起人的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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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发起人系以未来传媒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出资投

入未来传媒，各发起人投入未来传媒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未来传媒设立时不存在发起人将其全资附属企业或其他企业先注销再以

其资产折价入股的情形；亦不存在发起人以其在其他企业中的权益折价入股的情

形。 

（二）实际控制人 

1、共同控制、无控股股东的认定 

本所律师认定瞿金叶、蔺童文、瞿军业三人为未来传媒的实际控制人，理由

如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瞿金叶通过四方集团间接持有未来传媒21%

的股份，蔺童文直接持有未来传媒26%的股份，瞿军业通过四方集团间接及本人

直接持有未来传媒13%的股份，均对公司形成较大影响；同时，瞿军业系瞿金叶

的妹妹，蔺童文系瞿金叶的女儿，三人系近亲属，合计持有公司60%的股份。但

该三人中任何一人凭借其股份均无法单独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选举和公司

的重大经营决策实施决定性影响，因此，公司无控股股东，瞿金叶、蔺童文、瞿

军业三人在股权关系上构成了对公司的共同控制。 

瞿金叶任公司董事长一职、瞿军业任公司监事一职，对公司经营决策具有重

大影响。基于亲属关系、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共同认可的公司发展目标，三人彼此

信任，历史上合作关系良好。在公司所有重大决策上均在事前充分沟通的基础上

达成了一致意见，事实上构成了对公司经营上的共同控制。 

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持续、稳定，瞿金叶、瞿军业、蔺童文于2016年9月30

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三方约定将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在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及其他经营管理决策事项中保持一致行动，以

提升管理和决策效率，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据此，瞿金叶、瞿军业、蔺童文三人

对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董事及高管的任免以及公司的经营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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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及公司发展战略产生实质性影响，系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2、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变化情况 

2014 年 2 月 28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未来传媒有限的控股股东为蔺童文，

实际控制人为瞿金叶、瞿军业、蔺童文三人。在此期间，蔺童文持有未来传媒有

限 70%的股权，四方集团持有未来传媒有限 30%的股权（瞿金叶、瞿军业分别持

有四方集团 70%、30%的股权）；蔺童文持有未来传媒有限超过 50%的股权，因

此其为未来传媒有限的控股股东。 

2016 年 9 月 31 日至今，未来传媒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瞿金叶、瞿军

业、蔺童文三人。瞿金叶通过四方集团间接持有未来传媒 21%的股权，蔺童文直

接持有未来传媒 26%的股权，瞿军业通过四方集团间接及本人直接持有未来传媒

13%的股权。因此未来传媒无控股股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无控股股东；瞿金叶、瞿军业、蔺童文三

人为未来传媒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七、未来传媒的股本及演变 

一览表                                                              单位：万元 

时间 事项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股东 
股东 

性质 

出资

形式 

2012.09.13 
未来传媒

有限成立 
500.00 500.00 四方集团 公司法人 货币 

2014.02.28 

未来传媒

有限首次

股权转让 

500.00 500.00 四方集团、蔺童文 
公司法人、

自然人 
货币 

2016.12.30 

未来传媒

有限第二

次股权转

让暨首次

增资 

1,000.00 1,000.00 

四方集团、蔺童

文、韩泽华、周琳、

王猛、瞿军业、蔺

彩莲、斯高让、雍

正、李济生、邱进

胜、朱峰、陈晖、

张琳 

公司法人、

自然人 
货币 

2017.5.25 未来传媒 1,000.00 1,000.00 四方集团、蔺童 公司法人、 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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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项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股东 
股东 

性质 

出资

形式 

有限整体

变更为股

份公司 

文、韩泽华、周琳、

王猛、瞿军业、蔺

彩莲、斯高让、雍

正、李济生、邱进

胜、朱峰、陈晖、

张琳 

自然人 产折

股 

 

（一）未来传媒有限的设立 

根据未来传媒有限的工商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有限成立于2012

年9月13日，系由四方集团以500万货币实缴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杨世烈，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由蒋玉玲担任，任期均为三年。

2012年8月31日，甘肃民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甘民生会验字（2012）第988号《验

资报告》。该报告记载，截至2012年8月30日，未来传媒有限已收到股东四方集团

缴纳的注册资本500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 

2012年3月2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具了（国）登记内名预核字[2012]

第543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未来四方集团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2012年9月6日，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甘）登记内名预核字[2012]第

6200001001042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未来四方

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2年9月13日，未来传媒有限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获得甘肃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620000000018662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公司营业执照》，

未来传媒有限自此设立。设立时，未来传媒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万元） 实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四方集团 货币 500 500 100 

合  计 500 500 100 

（二）未来传媒有限的股权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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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传媒有限自设立至其变更为股份公司期间，共经历了2次股权转让、1

次增资，具体如下： 

1、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2 月 10 日，四方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决定将四方集团持有的未来传

媒 70%的股权以 350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蔺童文。变更后公司的出资情况为：四方

集团出资 150 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比例的 30%；蔺童文出资 350 万元人民币，占

出资比例的 70%。同时，作出将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会、

修正公司章程等决定。 

2014 年 2 月 10 日，四方集团与蔺童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四方集团将

其持有的未来传媒有限 70.00%股权以 3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蔺童文。 

2014 年 2 月 28 日，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获得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未来传媒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万元） 实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四方集团 货币 150 150 30 

蔺童文 货币 350 350 70 

合  计 500 500 100 

2、第二次股权转让暨首次增资 

2016 年 9 月 30 日，未来传媒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股东蔺童文将所持

有的 18.00%的股权出资额 90.00 万元转让给四方集团，并同意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50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四方集团及新股东周琳、王猛、

韩泽华、瞿军业、蔺彩莲、斯高让、雍正、李济生、朱峰、邱进胜、陈晖、张琳

认缴。此外，会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12 月 11 日，蔺童文与四方集团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蔺童文将

所持 18.00%的股权以 9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四方集团，双方均以出资额享有股

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原股东蔺童文、四方集团与

新股东签订《增资协议书》，协议对增资扩股、增资的基本程序、工商备案、债



                                                          法律意见书 

34 

权债务、保密条款、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 

2016 年 12 月 30 日，未来传媒有限就上述事项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获得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未来传媒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 

（万元） 

实缴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四方集团 货币 300 300 30 

2 蔺童文 货币 260 260 26 

3 韩泽华 货币 100 100 10 

4 周琳 货币 60 60 6 

5 王猛 货币 60 60 6 

6 瞿军业 货币 40 40 4 

7 蔺彩莲 货币 40 40 4 

8 斯高让 货币 40 40 4 

9 雍正 货币 30 30 3 

10 李济生 货币 20 20 2 

11 邱进胜 货币 20 20 2 

12 朱峰 货币 10 10 1 

13 陈晖 货币 10 10 1 

14 张琳 货币 10 10 1 

合  计 1000 1000 100 

2017 年 4 月 2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了股份公司变

更设立的验资工作，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62010001 号”《验资报告》，

确认未来传媒各发起人的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 

（三）未来传媒的设立 

关于未来传媒的设立过程及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未来

传媒的设立”部分所述。 

（四）未来传媒的股本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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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 整体变更设立之日起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尚未发生股本和股东变更。 

（五）未来传媒的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其股东提供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的全部股份不存在质押。 

八、未来传媒的子公司及分支机构 

（一）子公司 

根据《审计报告》、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未来传媒无子公司。 

（二）分支机构 

根据未来传媒做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未设立分支机构。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无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九、未来传媒的业务情况 

（一）经营范围 

根据未来传媒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未来传媒目前的经营范围为：组织

群众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推广；销售周边文化

产品；销售农产品；博物馆经营；企业营销策划；组织会展、论坛和商务交流活

动；批发兼零售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动漫的设计、制作；国内外各

类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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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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该等经营范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未来传媒在其营业执照所

载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经营资质和认证 

1、经本所律师核查，就未来传媒经营范围中的“批发兼零售书报刊、电子

出版物、音像制品”，根据国务院令第 666 号《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 10 号《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八条、第十

条、国发[2014]50 号《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第十五批中央在甘单位第九批取消调

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甘政发〔2015〕8 号）等规定，需要依

法办理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需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等。但由于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并未实际经营此项业

务，因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与此项资质相关的经营风险。 

2、就公司经营范围中的“国内外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根

据《广告管理条例》第六条：经营广告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广告

经营者），应当按照本条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分别

情况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一）专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兼营广告业务的事业单位，发给《广告经营许可证》；（三）具备经营广

告业务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发给《营业执照》；（四）兼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应

当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未来传媒若要经营广告相关业务，只

需经营范围中涵盖经营广告业务，无需取得《广告经营许可证》。 

3、就公司的经营范围中的“组织会展、论坛和商务交流活动”业务，公司在

报告期内曾经组织的活动有如下两场，具体如下： 

a.2015 年初，公司在甘肃大剧院举办木偶演出，在该次演出前的筹备期间

（2014 年 12 月 10 日）向相关主管机关即兰州市城关区文化局申请并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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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兰州市城关区文化局的要求，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仅需演出场所即甘肃大剧院

具备即可，公司需要提供的资料包括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三名以上演员的身份

证复印件、与甘肃大剧院的业务合同、演出剧目表等申请文件。公司按照要求提

供了申办所需的所有资料，并得到了兰州市城关区文化局的批准。兰州市城关区

文化和体育局出具证明，证明未来四方有限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期间，未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相关法律规定。 

b.《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大型群众性活

动，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达到 1000

人以上的下列活动：（一）体育比赛活动；（二）演唱会、音乐会等文艺演出活动；

（三）展览、展销等活动；（四）游园、灯会、庙会、花会、焰火晚会等活动；

（五）人才招聘会、现场开奖的彩票销售等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门直接举办的大型群众

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举办活动的人民政府、国务院部门负责，不实行安全

许可制度，但应当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责成或者会同有关公安机关制订更加

严格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该条管理规定，公司报告期内举办

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仅有 2016 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之彩陶天

地·绘就万千——彩陶创意展演。由于该博览会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化部、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等政府部门主办，因此无需进行备

案申请和安全许可。 

4、公司经营范围中有“动漫的设计、制作”，报告期内，公司曾为动画电影

提供场景设计、服装设计等服务，但未涉及诸如剧本制作、分镜制作、导演等需

要相关资质的业务，因此无超越资质和超越范围经营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无超越资质和超越范围经营的情形，未

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三）主营业务及其变更 

根据未来传媒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未来传媒的主营业

务一直为“组织、策划和推广群众文化活动及其衍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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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2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分别为 1,669,902.91 元、10,754,335.69 元、367,924.53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63.48%、86.79%和 86.67%。。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主营业务突出，且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变

更。 

（四）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未来传媒不存在在

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经营的情形。 

（五）持续经营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自设立至今一直持续

经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没有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重大

处罚，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其终止经营或影响持续经营

能力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不存在持续经营的重大法律障碍。 

十、未来传媒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未来传媒报告期内的关联方如下： 

1、关联自然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未来传媒的工商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无控股股东，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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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及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合计持股比例（%） 任职情况 

瞿金叶 - 21 21 董事长 

瞿军业 4 9 13 监事 

蔺童文 26 - 26 - 

（2）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未来传媒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之“（一）发起人及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六、未来传媒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变化”之“（一）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包括其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均为公司的关联方。 

2、关联法人及其他组织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加重大影响或控制的其他法人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经营范围 

1 未来四方集团

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工艺品开发；学术研究、史料整理、依法收藏、

鉴藏保护、投资管理、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

施工总承包、机械设备的租赁（不含融资租赁）；

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经营）。 

2 未来四方集团

拍卖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动产、不动产、无形资

产、产权交易及财产权力的拍卖等；第一、二、

三类文物的拍卖(均凭批准证书有效期经营)；人

员培训（法律法规限定的除外）；咨询服务（不

含证券期货）。 

3 甘肃四方艺网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软件技术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利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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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销售下列产品：农副产品、古玩字画（不含国

家监管文物）、饰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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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未来四方集团

二手车鉴定评

估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二手车鉴定评估；汽车手续代理服务。 

5 未来四方集团

商贸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磁疗保健用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

含国家禁止经营的项目）、金属材料、专用设备、

通用机械、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农副产品（不

含粮食收购）、苗木、花卉的批发零售。经济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窗帘布艺的加工及销

售；机动代理中介服务。 

6 甘肃顺业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汽车租赁（凭许可证有效期经营）；工程机械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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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未来四方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股权登记、托管服务；企业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策划、设计；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信用担

保、企业单位资产管理；项目的引进、开发和

风险投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的研究、

开发、推广及应用；技术培训，咨询服务；项

目的招投标服务。 

8 甘肃钰鼎典当

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

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

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

估及咨询服务；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

务（以上均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9 甘肃四方会计

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瞿军业）

控制 

为企业建帐、代理记帐（凭许可证经营）、商务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旧机动车鉴定估价服务；

打字复印；企业登记代理（国家禁止及须取得

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10 甘肃艺术银行

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控制 

艺术品、瓷器、刺绣、玉器、书画、工艺礼品

的销售；瓷器的设计；影视策划咨询；摄影棚

摄影；商业企业管理及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教育信息咨询（不含办班及培训，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11 甘肃省女企业

家协会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控制 

强化素质、密切交流、注重服务、回馈社会 

12 甘肃省彩陶研

究会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控制 

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史料整理、鉴藏保护 

13 未来四方博物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利用依法收藏的藏品，以教育、研究、欣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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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瞿金叶）控制 目的，开展保护、研究、展示和文化产品开发

活动，发挥民办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传播

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知识和文化

知识。 

14 敦煌古玩城有

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控制 

古玩、文玩、字画、玉器、宝石、奇石、工艺

品的展览、保护服务及批发零售；文化娱乐演

出、餐饮服务；经济信息的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5 陇商汇有限公

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控制 

文化产业的培育、服务；计算机服务；旅游服

务；商务服务；经济信息的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16 甘肃军创就业

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控制 

劳务派遣；人力资源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策划、户外活动策划；工艺品的销售；会

务服务、展示展览服务；网站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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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甘肃恒滨未来

四方书画教育

发展基金会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金叶）控制 

书画教育、咨询服务、业务培训、展览交流、

助学济困。 

18 甘肃敦煌敦信

拍卖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军业）控制 

在《拍卖经营批准证书》核定的范围内经营。 

19 兰州大敦煌画

廊中心中川机

场营业部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瞿军业）控制 

古玩、字画（国家文物鉴定物品除外）、工艺

美术品的销售。 

20 四方公社（北

京）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蔺童文）控制 

销售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化妆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工艺品、珠宝首饰、

电子产品、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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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甘肃四方会计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18 日注销）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键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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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

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经营范围 

1 

兰州祥瑞

装璜设计

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蔺彩莲）控制 

室内装修装饰设计及施工；电脑安装；

艺术品装裱及雕刻（以上各项范围法

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

事项，不得经营；需取得其他部门审

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3）其他关联法人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经营范围 

1 甘肃西瑞产权

交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进

胜）控制 

受托受理产权、资产及非上市企业股权的转让；

抵押物、担保物品的出售；企业并购、改制的

策划和包装上市；企业破产清算服务；企业产

权股权转让、交易鉴证服务；非上市企业的股

权登记、托管及更名过户服务；代办分红派息；

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服务及以上经营项目的信息

咨询服务。 

2 万邦生态农业

发展（中国）

有限公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生态农业、生态畜牧业的开发、咨询及经营；

生态观光农业的开发建设及经营，旅游文化用

品的生产、销售本公司产品（以上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及许可的凭

相关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 

3 成都万邦东西

方文化旅游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土地整理；旅游文化咨询；旅游投资咨询。（不

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

项目，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

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相关许可证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4 万邦泛亚（北

京）投资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投资管理咨询、投资管理策划、投资咨询；市

场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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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清大控股有限

公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

目除外） 

6 苏州国际贸易

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在编号为苏地 02-001-（0017）-001-03 号地块上

（东至三香广场、南至三香花园、西至无名河、

北至三香路）从事商业、办公及配套设施的开

发、建造、经营和物业管理。展览、展示、展

销服务及物业管理，直接为企业提供产业信息

咨询，承接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程。（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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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7 北京凡是自然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董事控制并施加重

大影响（周琳）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

含医用软件）；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销售工艺

品、针纺织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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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8 

四川省东与西

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艺术、历史、体育、餐饮等文化活动经纪、交

流与推广；主办、承办国际国内会议和展览，

庆典及娱乐活动的策划与组织：旅游信息咨询；

投资管理咨询；健身活动的培训与指导，健康

咨询（不含行医）；人力资源信息咨询（不含职

业介绍）（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

止的项目，涉及许可的凭相关许可证开展经营

活动）。 

9 万邦泛亚（中

国）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从事总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联络与咨询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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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分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注销。 

10 

四川三岔湖建

设开发有限公

司 

董事施加重大影响

（周琳）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设施建设；旅游

景区（点）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保护和经营；

旅游及其关联产业投资；旅游接待、咨询；旅

游商品的开发、销售；土地开发整理；园林雕

塑，园艺、花木设计与开发；平面设计、广告

（其中涉及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取得许

可审批的事项，凭有效许可或审批证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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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道纪忠华智库

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 

董事控制 

（周琳）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未取得行政

许可的项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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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12 甘肃思睿正达

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职工监事控制并实

施重大影响（王成

龙）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的网络及实体店的批发零售；律师及相关

法律服务、会计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网上

搜索服务、网上新闻服务、网上信息发布服务

（以上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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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兰州大敦煌画 未来传媒有限监事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古玩、字画（国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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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中心 控制（柴梅） 物监管物品除外）、画框、工艺美术品的销售；

装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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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未来传媒与关联方之间的

关联交易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2 月 2016 年 2015 年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电脑、办公家具 —— 26,938.41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2 月 2016 年 2015 年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

限公司 

图录、图册和宣传

品设计 
—— 485,436.90 —— 

未来四方博物馆 博物馆场馆设计 —— 509,433.96 —— 

甘肃省彩陶研究会 组织策划服务 —— 330,188.68 —— 

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 组织策划服务 141,509.43 —— —— 

（2）关联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作为承租人的租赁情况如下： 

出租方名称 
租赁

资产 
租赁时间 租赁费用 租赁费定价依据 

瞿军业 房屋 
2012.09.07 

-2016.04.30 
0 元/月 

瞿军业为公司股东，为支持公司发

展，一直将本人房产无偿提供给公

司作为办公用地 

未来四方集团

有限公司 
房屋 

2016.01.10 

-2017.12.31 
72,000 元/月 

根据四方集团与邓家花园招标价

格及总面积，按比例折合定价 

（3）关联方资金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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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拆借金额（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出：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3.12.27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 2015.02.05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2016.02.22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260,000.00 2016.03.10 2016.03.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6.12.28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1,000,000.00 2017.01.05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17.01.13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950,000.00 2017.01.23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600,000.00 2017.01.23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1,200,000.00 2017.01.23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500,000.00 2017.01.24 2017.02.28 已归还 

甘肃钰鼎典当有限公司 1,000,000.00 2015.01.27 2017.02.28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390,000.00 2016.09.30 2017.04.01 已归还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80,525.06 2017.02.25 2017.03.31 已归还 

瞿金叶 200,000.00 2017.01.25 2017.04.01 已归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关联方资金拆借均已归还。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1.78 万元 10.94 万元 10.49 万元 

（5）关联方应收款项、预付款项余额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2 月 28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 150,000.00 元 —— —— 

预付账款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720,000.00 元 —— ——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关联方其他应收、其他应付款项余额如下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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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2 月 28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390,000.00 5,817,828.00 4,612,612.60 

其他应收款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

公司 
80,525.06 3,594,374.70 —— 

其他应收款 甘肃钰鼎典当有限公司 —— 1,000,000.00 1,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瞿金叶 200,000.00 —— —— 

其他应收款合计  670,525.06 10,412,202.70 5,612,612.60 

其他应付款 邱进胜 19,860.00 19,860.00 —— 

其他应付款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

公司 
—— —— 391,268.53 

其他应付款合计  19,860.00 19,860.00 391,268.5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所有关联方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已全部清

理完毕。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未来传媒成立后，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认定、关联交

易定价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决策程序、关联股东或关联董事

的回避表决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 

2、未来传媒的实际控制人瞿金叶、瞿军业、蔺童文与其他股东、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在其具有未来

传媒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身份期间，将尽可能地减少与未来传媒之间的关联

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在不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其本

人及其本人控制的或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的程序以市场公允价格与未来传媒进行交易，保证不

损害未来传媒及未来传媒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已经建立、健全了严格的关联交易管理方面的制

度，能够有效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维护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权益。 

（四）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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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业竞争的状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

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从事与

未来传媒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与未来传媒不存在同业竞争。其中，未来传媒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甘肃军创就业服务有限公司、四方公社（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在经营范围上与未来传媒有一定的重合，但实质经营业务不同，上述两个公司

均已出具书面承诺：为了进一步规避同业竞争的嫌疑，本公司将就经营范围进行

变更，并避免未来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任何与未来传媒目前或将来相同、相近

或相类似的业务和项目，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未来传媒利益的其他竞争行

为。 

2、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未来传媒的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已经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具体如

下：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如公司将来扩展业务范围，导致本人（/本公司）

或本人（/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构

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按照如下方式消除与公司

的同业竞争： 

（1）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如公司有意受让，在同等条件下按照法定程序将竞争业务优先转让给

公司； 

（3）如公司无意受让，将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本人（/本公司）承诺不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

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 

5、本人（/本公司）保证不利用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损害公司

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法律意见书 

48 

6、本人保证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

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

父母等，也遵守以上承诺； 

7、如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或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

承诺与保证，本人将依法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8、本《承诺函》自本人（/本公司）出具之日起生效，在本人（/本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持续有效，且是不可撤销的。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目前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公司所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一、未来传媒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无土地使用权。 

（二）房屋所有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没有自有房屋。 

（三）租赁房屋 

序号 出租方 地址 租赁建筑

面积（平

方米） 

租金（人

民币元） 

租赁期限 

1 瞿军业 甘肃省兰州市

城关区张掖路

143号民基大

厦1703室 

50 0/月 2012.9.7- 
2016.4.30 

2 四 方 集

团 

甘肃省兰州市

城关区广武门

800 72,000/月 2016.1.10-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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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街20号 

3 兰 州 兴

明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甘肃省兰州市

榆中县城关镇

文城路泓园小

区综合楼一楼 

25 1,000/月 2016.11.1- 
2020.10.30 

根据未来传媒有限与瞿军业于 2012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

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未来传媒有限于 2012 年 9 月 7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租

赁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143 号民基大厦 1703 室（房权证兰房（城私）产

字第 77670 号）用于办公，房屋面积共计 227.14 平方米，公司承租了其中的 50

平方米。由于瞿军业自未来传媒成立之日起至今一直为公司的（间接）股东，且

其本人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出具声明称，其同意未来传媒有限于此期间无偿使用

其房屋，同时保证不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就房租向未来传媒有限提出任何主

张亦不会产生相关法律纠纷。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在此期间的无偿租赁

关系合法有效且无损于未来传媒利益。 

未来传媒有限于 2016 年 1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1 日

至2017年12月31日向四方集团租赁了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后街20号（以

下简称“邓园”）用于办公，租赁面积为 800 平方米。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邓园

系由四方集团承租，总建筑面积为 5076.39 平方米，未来传媒系转租四方集团承

租的邓园中部分面积。根据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等机

关出具的中标通知书（中标编号：GJGK2014279）及四方集团与甘肃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邓园管理处签署的政府采购项目租赁合同（合同编号：GJGK2014279-HT），

四方集团已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取得“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邓园建筑群对外出

租政府采购项目”为期十年的承租权，中标价为每年 542.15815 万元人民币，并

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与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邓园管理处签订了政府采购项目租

赁合同。此外，邓园管理处已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出具情况说明，同意四方集

团将上述房屋转租给未来传媒有限办公使用。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四方集团对

邓园的承租、转租行为及未来传媒的承租行为均履行了法定的程序、获得了有权

机关的同意，是合法合规的。 

此外，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于 2016 年 11 月租赁了兰州兴明商贸有限

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文城路泓园小区综合楼一楼的房屋（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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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榆不动产权利第 002038 号），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上述房屋租赁已履行法定程序，合法合规。 

（四）知识产权 

根据未来传媒有限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有限

共拥有如下 8 项注册商标： 

序

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 取得

方式 
有效期限 

类别 具体商品或服务 

1 
 

16560659 第32类 

啤酒；姜汁啤酒；麦芽啤酒；

矿泉水（饮料）；蔬菜汁（饮

料）；苏打水；纯净水（饮料）；

绿豆饮料；乳酸饮料（果制品，

非奶）；奶茶（非奶为主）（截

止） 

申请 2026.06.20 

2 
 

16560660 第16类 

影集；信封（文具）；明信片；

印刷品；日历；地图册；书籍；

印刷出版物；宣传画；油画（截

止） 

申请 2026.06.20 

3 
 

16560661 第41类 

教育；培训；组织教育或娱乐

竞赛；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

组织表演（演出）；安排和组

织专题研讨会；安排和组织音

乐会；书籍出版；在线电子书

籍和杂志的出版；广播和电视

节目制作；戏剧制作；演出制

作；电视文娱节目；电影剧本

编写；音乐制作；娱乐；书法

服务（截止） 

申请 2026.06.20 

4 
 

16560662 第42类 

技术研究；工业品外观设计；

包装设计；服装设计；艺术品

鉴定；无形资产评估；书画刻

印艺术设计；替他人研究和开

发新产品；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截

止） 

申请 202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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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560663 第38类 

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服务

（通讯服务）；电话会议服务；

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

入服务；提供数据库接入服

务；提供在线论坛；电视播放；

有线电视播放；卫星传送；无

线电广播（截止） 

申请 2026.06.20 

6 
 

16560664 第39类 

汽车出租；司机服务；客车出

租；仓库出租；快递服务（信

件或商品）；旅行陪伴；观光

旅游；旅行预订（不包括预定

旅馆）；导游（截止） 

申请 2026.06.20 

7 
 

16560665 第35类 

广告；电视广告；广告代理；

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广

告片制作；商业信息代理；商

业管理和组织咨询；组织商业

或广告展览；饭店商业管理；

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商业中

介服务；拍卖；市场营销；演

员的商业管理；表演艺术家经

纪（截止） 

申请 2026.06.20 

8 
 

16560666 第36类 

资本投资；基金投资；古玩估

价；艺术品估价；珠宝估价；

首饰估价；钱币估价；邮票估

价；募集慈善基金；典当（截

止） 

申请 2026.06.20 

 

根据未来传媒有限提供的《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未来传媒共有如下 7 项商标注册申请已被受理： 

序

号 
商标图像 申请号 

申请商品或服务 
申请日期 

类别 申请商品或服务 

1 
 

22113680 第 45 类 

晚礼服出租；服装出租；晚礼服

出租；服装出租；婚姻介绍；婚

姻介绍；灭火器出租；在线社交

网络服务；计划和安排婚礼服

务；消防；版权管理；替代性纠

纷解决服务；域名注册（法律服

务）；计算机软件许可（法律服

务）；诉讼服务；法律研究；知

识产权咨询；替代性纠纷解决服

务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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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113684 第 35 类 

商业橱窗布置；户外广告；货物

展出；广告宣传；无线电广告；

广告设计；广告策划；广告版面

设计；商业询价；商业评估；组

织商业或广告交易会；进出口代

理；复印服务；计算机文档管理；

办公机器或设备出租；计算机数

据库信息系统化；会计；自动售

货机出租；销售展示架出租；药

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

用品的零售或批发服务 

2016.12.02 

3 
 

22113687 第 20 类 

办公家具；文件柜；餐具柜；档

案架；柜台；计算机架；写字台； 

沙发；书架；展示板 

2016.12.02 

4 
 

22113682 第 9 类 

笔记本电脑；电子字典；电子出

版物（可下载）；计算机程序（可

下载软件）；平板电脑；办公室

用打卡机；复印机；绘图机；传

真机；衡器 

2016.12.02 

5 
 

22113686 第 37 类 

建筑咨询；建筑设备出租；管道

铺设和维护；安装门窗；计算机

硬件安装、维护和修理；电器设

备的安装和修理；汽车保养和修

理；电梯安装和修理；电话安装

和修理；艺术品修复 

2016.12.02 

6 
 

22113688 第 16 类 

纸或纸板制广告牌；纸或纸板制

标志牌；海报；连环漫画书；报

纸；期刊；杂志；新闻刊物；图

画；年画；肖像；书画刻印作品；

镶框或未镶框的绘画（图画）；

雕刻印刷品；平版印刷工艺品；

剪纸；纸箱；文件夹；家具除外

的办公必需品；建筑模型 

2016.12.02 

7 
 

22113685 第 44 类 

医疗诊所服务；医院；医疗辅助；

医药咨询；整形外科；远程医学

服务；医疗设备出租；保健；血

库；保健站; 疗养院；休养所；

美容院；庭院设计；风景设计；

园艺；植物养护；庭院风景布置；

眼镜行；卫生设备出租 

2016.12.02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除上述各项商标外，无其他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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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受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确认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拥有的主要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

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扣押、拍卖的情形，公司行使其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法

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资产权属清晰、独立、完整，拥有与其

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相关的权属证书或产权证明齐备，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

权属争议或者重大法律瑕疵。 

十二、未来传媒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根据重要性原则及未来传媒的资产、业务规模，本所律师将重大合同的标准

确定为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或虽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对未来传媒生产经营活

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未来传媒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1、销售合同 

序

号 
合同对象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实

际执行金额

（元） 

履行

情况 

1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甘肃省

分行 

合作协议 

公司在代理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的剧目演出

期间，为冠名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形象宣

传、媒体推广 

2014.12.29 780,000.00 
履行

完毕 

2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金

昌路支行 

合作协议 

公司在代理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的剧目演出

期间，为冠名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形象宣

传、媒体推广 

2014.12.29 440,000.00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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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对象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实

际执行金额

（元） 

履行

情况 

3 

北京华映星

球国际文化

发展有限公

司 

前期创作

委托合同 

公司为客户提供动画

电影《聪聪玩具岛》

的前期场景概念设

计、人物造型设计及

提出音乐、舞蹈方面

的创作意见 

2015.06.10 900,000.00 
履行

完毕 

4 关巧玲 
民间工艺

经纪合同 

公司为客户提供个人

艺术品展览策划、广

告宣传、工艺品销售

等经纪业务 

2015.09.07 300,000.00 
履行

完毕 

5 霍任海 
民间工艺

经纪合同 

公司为客户提供个人

艺术品展览策划、广

告宣传、工艺品销售

等经纪业务 

2015.09.07 780,000.00 
履行

完毕 

6 刘建华 
民间工艺

经纪合同 

公司为客户提供个人

艺术品展览策划、广

告宣传、工艺品销售

等经纪业务 

2015.09.07 360,000.00 
履行

完毕 

7 

城关区张掖

路锦翠堂珠

宝艺术品行 

代销产品

协议 

公司为客户在丝绸之

路（敦煌）国际文化

展览会期间代销其文

化商品、旅游纪念品

等商品 

2015.11.07 788,219.40 
履行

完毕 

8 

兰州鑫源现

代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

司 

商标授权

协议 

公司授权客户兰州鑫

源使用本公司拥有的

“朝圣敦煌”商标 

2015.12.20 360,000.00 
履行

完毕 

9 

兰州鑫源现

代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

司 

产品推介

活动策划

协议 

公司为客户策划、推

介并销售甘肃特色农

副产品的一切活动 

2015.12.20 400,000.00 
履行

完毕 

10 
甘肃省太极

拳协会 

太极拳活

动策划服

务协议书 

公司为客户提供广告

宣传服务，包括太极

拳的广告宣传、活动

推广及图录彩页设计 

2016.01.04 1,320,000.00 
履行

完毕 

11 

未来四方集

团拍卖有限

公司 

策划服务

协议书 

公司为客户提供平面

设计服务 
2016.01.04 500,000.00 

履行

完毕 

12 
甘肃省太极

拳协会 

广告宣传

合同 

公司向客户提供太极

拳活动的宣传策划服

务 

2016.03.02 800,000.00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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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对象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实

际执行金额

（元） 

履行

情况 

13 

兰州恒瑞设

计策划有限

责任公司 

策划服务

协议书 

公司为客户提供展览

会场的宣传策划服务 
2016.03.09 320,000.00 

履行

完毕 

14 

兰州振翔设

计策划有限

责任公司 

策划服务

协议书 

公司为客户提供展览

会场的宣传策划服务 
2016.05.01 1,520,000.00 

履行

完毕 

15 
甘肃四方博

物馆 

美工策划

服务协议

书 

公司为客户提供博物

馆场馆设计服务 
2016.07.12 540,000.00 

履行

完毕 

16 
甘肃省彩陶

研究会 

彩陶展览

活动策划

合同书 

公司为客户提供宣

传、展览、策划等服

务 

2016.07.24 350,000.00 
履 行

完毕 

17 
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 

公司为“彩绘大赛”的

运营单位，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彩绘

大赛冠名 

2016.08.26 2,000,000.00 
履行

完毕 

18 

兰州鑫源现

代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

司 

商标授权

协议 

公司授权兰州鑫源现

代使用本公司拥有的

“朝圣敦煌”商标 

2016.11.01 360,000.00 
履行

中 

2、采购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所有的采购合同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对象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实际执行金

额（元） 

履行

情况 

1 

中国木偶艺

术剧院股份

有限公司 

品牌输出、

连锁加盟合

同书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授

权公司代理卡通剧《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和《喜羊羊与灰太狼之

记忆大盗》的剧目演出 

2014.08.22 405,964.40 
履行

完毕 

2 

甘肃大剧院

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租场协议书 
公司租用甘肃大剧院

场地举办演出 
2014.12.17 244,000.00 

履行

完毕 

3 

临洮鑫源仿

古彩陶研制

有限公司 

素陶定制委

托协议 

公司为彩陶大赛活动

采购马家窑文化素陶

工艺品 

2016.06.13 70,340.00 
履行

完毕 

4 

北京威创华

翔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 

展位特装工

程协议书 

公司委托北京威创华

翔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提供“彩陶天地，绘就

2016.08.16 218,100.00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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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对象 合同名称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实际执行金

额（元） 

履行

情况 

万千”系列活动的工程

设计制作工作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上述重大合同合法、有效，其履行不存在潜在

风险。 

（二）侵权之债 

根据未来传媒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未来传媒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

等原因引起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互相提供担保 

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本法律意见书已

披露信息外，未来传媒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及关联担保情况。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1、其他应收 

（1）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未来传媒其他应收款有

如下三项：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元）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元）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

司 
往来款 390,000.00 1 年以内 

58.16 
19,500.00 

瞿金叶 往来款 200,000.00 1 年以内 29.83 10,000.00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公

司 
往来款 80,525.06 1 年以内 

12.01 
4,026.25 

合  计 - 670,525.06 - 100.00 33,5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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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传媒其他应收款有

如下三项：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元）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

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元）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

公司 
关联方 往来款 

1,465,215.40 1 年以内 14.08 73,260.77 

80,000.00 1-2 年 0.77 8,000.00 

4,272,612.60 3-4 年 41.03 1,281,783.78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

有限公司 
关联方 往来款 3,594,374.70 1 年以内 34.52 179,718.74 

甘肃钰鼎典当有限

公司 
关联方 往来款 1,000,000.00 1-2 年 9.60 100,000.00 

合计 - - 10,412,202.70 - 100.00 1,642,763.29 

（3）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传媒其他应收款有

如下两项：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元）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元） 

未来四方集团有

限公司 
关联方 往来款 

80,000.00 1 年以内 1.00 4,000.00 

4,532,612.60 2-3 年 81.00 906,522.52 

甘肃钰鼎典当有

限公司 
关联方 往来款 1,000,000.00 1 年以内 18.00 50,000.00 

合计 - - 5,612,612.60 - 100.00 960,522.5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上述其他应收款项已全部收回。 

2、其他应付 

 （1）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未来传媒其他应付款有

如下三项：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期末余额（元） 比例（%） 账款性质 账龄 

邱进胜 关联方 19,860.00 59.59 个人往来款 1-2 年 

社保局 非关联方 4,420.10 13.26 代扣社保 1 年以内 

公积金中心 非关联方 2,996.00 8.99 代扣公积金 1 年以内 

合计 - 27,276.10 81.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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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传媒其他应付款有

如下三项：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期末余额 比例（%） 账款性质 账龄 

邱进胜 关联方 19,860.00 61.02 个人往来款 1 年以内 

社保局 非关联方 4,420.10 13.58 代扣社保 1 年以内 

公积金中心 非关联方 2,996.00 9.21 代扣公积金 1 年以内 

合计 - 27,276.10 83.81 - - 

（3）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传媒其他应付款有

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期末余额 比例（%） 账款性质 账龄 

未来四方集

团拍卖有限

公司 

关联方 391,268.53 100.00 往来款 1 年以内 

合计 - 391,268.53 100.00 -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各项关联方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

款均已收回、清偿。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

付款均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合法有效。 

十三、未来传媒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未来传媒设立至今不存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设立至今不存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的

行为 

（二）未来传媒的增资扩股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的工商档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有限设立后经历了 1

次增资。上述 1 次增资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七、未来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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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本及演变”部分所述。 

（三）未来传媒的重大资产收购及出售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成立至今未发生重大资产收购或出售等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本次挂牌不涉

及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四、未来传媒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未来传媒有限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未来传媒有限成立时，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 

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未来传媒有限因股权变动或其他事项发生变化

而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该等修改均已履行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相

关程序，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 

（二）未来传媒的《公司章程》的制定、修改及合法合规性 

1、2017 年 4 月 17 日，未来传媒召开创立大会，审议并通过未来传媒现行

有效的《公司章程》，至今未进行修改。 

2、该《公司章程》分为十三章共一百五十四条，分别就未来传媒的名称、

公司形式、经营宗旨和范围、注册资本、股份的发行和转让、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股东大会的职权、召集、召开、表决及决议、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及职权、财

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通知与公告、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的合并、分

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修改章程及附则内容分别进行了规定。 

3、根据《监督管理办法》和《监管指引第 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该《公司章程》对公司信息披露、股份登记、投资者关系管理等

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该《公司章程》中针对已在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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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未来传媒的股票于股转系统挂牌之日起执行。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了法定程序，其内

容符合《公司法》、《监督管理办法》、《监管指引第 3 号》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五、未来传媒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组织机构 

根据未来传媒的创立大会会议文件、第一届董事会会议文件、第一届监事会

会议文件、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资料，本所律师确认： 

1、未来传媒已经依法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股东大

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对股东大

会负责；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代表监事，为公司的监督机构。 

2、未来传媒已设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管理机构，总经理对

董事会负责，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协助总经理

的工作，向总经理负责并报告工作。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组织机构及职能部门的设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根据未来传媒现行有效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上述议事规则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未来传媒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主要对股东大会的权限、股东大会的

召集、股东大会的提案与通知、股东大会的召开、股东大会的表决与决议、股东

大会的公告、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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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传媒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主要对董事会的权限、董事会会议的召

开、董事会的议案、董事会会议的通知、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董事会会议

的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的执行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3、未来传媒的《监事会议事规则》主要对监事会的权限、监事会会议的召

开、监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监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决议的执行以及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修改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上述议事规则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及未来传媒有限的

工商档案，未来传媒及其前身未来传媒有限自设立以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主要情况如下： 

1、在有限公司阶段，由于未来传媒有限规模较小、人数较少，考虑到治理

机制的效率和成本，未来传媒有限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和一

名监事，分别执行未来传媒有限的经营管理工作和监督工作。 

2、在有限公司阶段，未来传媒有限的重大事项诸如公司股权、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及注册地址等事项的变更，均已按照有限公司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召开

了股东会【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七、未来传媒的股份及其演变”之“（二）

未来传媒有限的股权演变”】中所述，未来传媒有限股东会的会议程序、表决方

式及决议内容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3、有限公司阶段亦存在公司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的地方，如股东会会议次数

不清、部分会议文件缺失、执行董事及监事未按时进行换届选举等公司治理瑕疵，

但该等瑕疵并未在实质上影响有限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进行。 

4、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后，未来传媒设立了规范科学的公司治

理机构，并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正常运行，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书面文件。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自成立以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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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决议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未来传媒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历次授权和重大决策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有限公司阶段未来传媒有限虽

然存在部分公司治理瑕疵，但不会对本次挂牌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六、未来传媒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来传媒现有董事 5 名、监事 3 名、高级管理人员 4 名。根据未来传媒提供

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的有关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产生方式 持股方式 

1 瞿金叶 女 董事长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选举 间接持股 

2 周琳 女 董事 股东大会选举 直接持股 

3 邱进胜 男 董事 股东大会选举 直接持股 

4 张琳 女 董事 股东大会选举 直接持股 

5 陈晖 男 董事 股东大会选举 直接持股 

6 刘连昌 男 监事会

主席 

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选举 未持股 

7 瞿军业 女 监事 股东大会选举 直接持股、间接持股 

8 王成龙 男 职工监

事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未持股 

9 邱进胜 男 总经理 董事会聘任 直接持股 

10 徐林寿 男 副总经

理 

董事会聘任 未持股 

11 徐娜 女 财务负

责人 

董事会聘任 未持股 

12 左丽萍 女 董事会

秘书 

董事会聘任 未持股 

1、在外兼职情况 

序号 
姓名 本公司 

职务 

在外兼职单位 在外兼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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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金叶 董事长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经理 

2 瞿金叶 董事长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3 瞿金叶 董事长 敦煌古玩城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4 瞿金叶 董事长 陇商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5 瞿金叶 董事长 甘肃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监事 

6 瞿金叶 董事长 甘肃军创就业服务有限公司 监事 

7 瞿金叶 董事长 甘肃四方会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经理 

8 瞿金叶 董事长 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 会长 

9 瞿金叶 董事长 甘肃省彩陶研究会 会长 

10 瞿金叶 董事长 甘肃恒滨未来四方书画教育发展基金

会 

秘书长 

11 瞿金叶 董事长 北京甘肃企业商会 常务副会长 

12 瞿金叶 董事长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 

13 瞿金叶 董事长 民革中央企业家联谊会 副会长 

14 周琳 董事 万邦生态农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15 周琳 董事 成都万邦东西方文化旅游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16 周琳 董事 四川省东与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17 周琳 董事 万邦泛亚（北京）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董事兼经理 

18 周琳 董事 四方公社（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19 周琳 董事 万邦泛亚（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负责人 

20 周琳 董事 清大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1 周琳 董事 苏州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 

22 周琳 董事 四川三岔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 

23 周琳 董事 深圳市前海陇商科技发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监事 

24 周琳 董事 北京凡是自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25 瞿军业 监事 甘肃钰鼎典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6 瞿军业 监事 甘肃敦煌敦信拍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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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7 瞿军业 监事 兰州大敦煌画廊中心中川机场营业部 法定代表人 

28 瞿军业 监事 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29 瞿军业 监事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监事 

30 瞿军业 监事 甘肃艺术银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31 瞿军业 监事 甘肃四方会计有限公司 监事 

32 瞿军业 监事 甘肃顺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监事 

33 王成龙 职工监事 甘肃思睿正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经理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瞿金叶，女，汉族，1963 年 0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

士学历，2005 年 5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8 年 5 月毕业于美国利

伯提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15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80

年 7 月，高中毕业；1980 年 8 月至 1980 年 11 月，待业；1980 年 12 月至 1993

年 5 月，就职于兰州棉纺织印染厂，担任审计处长；1993 年 5 月至 2016 年 9 月，

就职于甘肃四方会计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01 年 9 月至今，就职

于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2016 年 6 月至今，就

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16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

陇商汇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2016 年 4 月至今，就职于甘肃军创就业服务有

限公司，担任监事；2016 年 11 月至今，就职于敦煌古玩城有限公司，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甘肃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监事；2017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目前，瞿金叶兼任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甘肃省彩陶研究会会

长、北京甘肃企业商会副会长、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民革中央企业家联

谊会副会长、甘肃恒滨未来四方书画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等。此外，瞿金叶当

选为甘肃省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兰州市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人大

代表、民革中央全国十二大代表、甘肃省妇联常委、民革中央全国十二大代表、

民革第十二届中央科教文卫体专委员会委员、民革甘肃省委常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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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琳，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未来传媒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之“（一）发起人及股东”的相关内容。 

邱进胜，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未来传媒的发起人、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之“（一）发起人及股东”的相关内容。 

张琳，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未来传媒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之“（一）发起人及股东”的相关内容。 

陈晖，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未来传媒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之“（一）发起人及股东”的相关内容。 

刘连昌，男，汉族，196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

科学历，装备管理专业，2001 年 8 月毕业于海军工程大学。1984 年 10 月至 1986

年 8 月，就职于济南军区 138 师，担任士兵；1986 年 8 月至 1988 年 8 月，学习

于西安陆军学院，步兵指挥专业；1988 年 8 月至 1994 年 10 月，就职于兰州军

区 61 师，先后担任排长、干事、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9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3 月，就职于甘肃省军区，先后担任干事、教导员、参谋、副处长；2005 年 3

月至 2010 年 5 月，就职于兰州市城关区武装部，担任政委、党委书记；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就职于兰州市城关区武装部，担任部长、党委副书记； 2017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传媒，现任监事会主席。 

瞿军业，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未来传媒的发起人、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之“（一）发起人及股东”的相关内容。 

王成龙，男，汉族，1988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

科学历，法学专业，2013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8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法务；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

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担任运营部员工；2016 年 8 月至今，就

职于甘肃思睿正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兼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17 年 5 月

至今，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职工监事、运营部员工。 

徐林寿，男，汉族，198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

科学历，历史学文化遗产专业，2012 年 6 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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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 年 1 月，就职于新疆阿克苏沙雅县文体广电局，担任行政办秘书；2013

年 2 月至 2013 年 4 月，就职于兰州玛雅太阳升房屋中介公司，担任店长；2013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担任艺术品部长；

2017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副总经理。 

徐娜，女，汉族，1988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

学历，会计学专业，2016 年 7 月毕业于兰州大学。2012 年 6 月毕业于兰州资源

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专业；2012 年 7 月至 2012 年 10 月，就职于兰州宏

宇会计公司，担任会计；2012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17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财务负责人。 

左丽萍，女，汉族，199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

科学历，博物馆学专业，2014 年 7 月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就职于上海秦汉唐拍卖有限公司，担任职员；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职于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办公室人员；2017 年 5 月至今，就职

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未来传媒的《公司章程》、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其

出具的关于其具有相应任职资格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现任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以下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

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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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仅监事会主席刘连昌曾在政府机关任职，

已退休满两年，且未来传媒的行业类别与刘连昌原任职单位不存在重合，不属于

刘连昌原管辖地区和原管辖行业的企业。此外，监事仅起监督作用，非领导或管

理职位，刘连昌原任职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军务装备处已出具

任职同意书。具体分析如下： 

a.《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

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规定：党和国家机关的退休干部，不得

兴办商业性企业，不得到这类企业任职，不得在商品买卖中居间取酬，不得以任

何形式参与倒卖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不得向有关单位索要国家的物资，不得进

行金融活动。 

该文件发布背景是在物资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规范商业流通领域存在的“倒卖”

行为，为此所禁止退休干部兴办和任职的企业是指“商业性企业”，而不是针对所

有企业。未来传媒属于服务业，不属于“商业性企业”。此外，监事仅起监督作用，

人事等关系均不转入公司，亦不领取工资。因此，刘连昌任监事并不违反该规定。 

b.《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6）第 102 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

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

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2010）第 2 条规定：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有下列行为：（六）离

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

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

动。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

〔2013〕18 号）第二条规定：对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

业兼职（任职）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确因工作需要到企业兼职（任职）的，

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审批。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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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

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拟到本人原

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业兼职（任职）的，必须由本人事先向其原

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

材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应的组织（人

事）部门同意后，方可兼职（任职）。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后到企业

兼职（任职）的，应由本人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拟兼职（任职）

企业出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批并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向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鉴于刘连昌于 2015 年退休，退休前任兰州市城关区人武部部长，公司经营

活动与刘连昌原工作业务不相关，且公司注册地在榆中县，因此该公司未在刘连

昌原任职务直接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司

令部军务装备处已出具任职同意书，因此，刘连昌任监事不违反上述规定。  

综上，刘连昌退休后任公司监事，不违反所适用的党政机关干部廉洁自律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其监事身份适格。 

综上，未来传媒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的变化 

根据未来传媒有限自成立以来的工商档案以及未来传媒创立大会的会议文

件，在有限公司阶段，未来传媒有限仅设立了执行董事和一名监事。有限公司整

体设立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后，未来传媒开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董事会现由五人组成，监事会现由三人组成，高级管理层由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组成；自未来传媒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未来传媒未更换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变化系为了完

善公司治理的需要，有利于未来传媒日常经营管理的规范化运作，不会对未来

传媒的持续稳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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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间接持有未来传媒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数（万股） 直/间接持股 持股比例（%） 

1 瞿金叶 董事长 210 间 21 

2 周琳 董事 60 直 6 

3 邱进胜 总经理 20 直 2 

4 张琳 董事 10 直 1 

5 陈晖 董事 10 直 1 

6 瞿军业 监事 130 直/间 13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于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系统查询的《个人信用报告》及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

证明，以及该等人员出具的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未来传媒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以下违反诚信的情形： 

1、最近三年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

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2、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 

3、最近三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 

4、存在个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 

5、欺诈或者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违反诚

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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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未来传媒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税务登记情况 

根据未来传媒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620000053118571U 的《营业执照》。 

（二）主要税种和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以及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未来传媒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之前为小规模纳税人，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变

更为一般纳税人，按照 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所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及计税

依据如下：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按应税收入 6%、3%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

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7%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3%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2%计缴。 

价格调节基金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1%计缴。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25%计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目前的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税收优惠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未来传媒未享受任何税收

优惠。 

（四）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8 月公司因员工操作失误需要进行金税盘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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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罚款 200.00 元，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

本标准指引（试行）》中规定的“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没收违法所得、没

收非法财物以上行政处罚的行为”。同时，兰州市城关区国家税务局已出具证明，

报告期内公司除上述 200.00 元罚款外，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亦无其他因违反

税收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案件记录。此外，上

述处罚系公司人员操作失误，罚款金额较小，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另根据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国家税务局永昌路办税服务厅、兰州市城关区地

方税务一局征收服务分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及兰州市城关

区地方税务局武都路税所出具的涉税无违规情况说明，公司目前执行的税种及税

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偷税、漏税等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未来传媒不存在因税务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五）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未

来传媒未获得财政补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未来传媒已经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执

行的税种、税率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存在税收等重大违法行为。 

十八、未来传媒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和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所处行业不属于《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

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

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

知》（环发〔2007〕105 号）、《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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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办函 [2008] 373 号）所规定的重污染行业，不具有受到环保部门处

罚的可能性，因此环保部门无需出具环保方面的无重大违法违规的书面证明，且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有关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

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

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

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

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

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

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公司的主营业务侧重于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宣传推广，不属于生产

型企业。公司也不存在建设及生产项目，不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不存在

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不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活动符合相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安全生产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侧重于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宣

传推广。公司在组织开展相关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已切实履行安全监督等相关法律

义务，活动开展过程中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九、未

来传媒的业务情况”之“（二）经营资质和认证”）；公司报告期内亦不存在因违

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侧重于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宣

传推广，不属于生产型企业，无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和技术标准等问题。公司报

告期内能够遵守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的法律、法规，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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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等方面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受到环保等主

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九、未来传媒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一）诉讼、仲裁 

根据重要性原则及未来传媒的资产、业务规模，本所律师将重大诉讼、仲裁

的标准确定为涉及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或虽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对未来传媒生产

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诉讼、仲裁，且本部分所述之诉

讼、仲裁系指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完毕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案件。 

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未来传媒不存在重

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行政处罚 

根据未来传媒作出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本《法律意见书》

之“十七、未来传媒的税务和财政补贴”之“（四）依法纳税情况”部分所述，

未来传媒未受到其他行政处罚。 

（三）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

和行政处罚 

根据持有未来传媒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出具的书面声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上述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或者行政处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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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未来传媒没有诉讼、仲裁情况，亦未受到

过重大行政处罚。 

二十、未来传媒的劳动用工 

（一）劳动合同签署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共有员工 16 人，均签订了劳动

合同。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符合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来传媒的员工蔺彩莲

系退休返聘人员，故无需缴纳社保；此外，未来传媒的其余员工均缴纳了社会保

险。所有员工均缴纳住房公积金。 

根据上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来传媒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劳

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股东关于承担风险的承诺 

对于报告期内未来传媒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

未来传媒实际控制人瞿金叶、蔺童文、瞿军业对此出具了《承诺函》：若未来传

媒因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需补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或因社会保

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事宜受到处罚，或被相关方提出有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的索赔，瞿金叶、蔺童文、瞿军业将无条件全额承担应由未来传媒补缴或支付的

全部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罚款或赔偿款项，以及因上述事项而产生的应由

未来传媒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并不可撤销地放弃对未来传媒的追索权，保证未

来传媒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在报告期内存在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的问题，但未因上述问题受到行政处罚，且未来传媒的实际控制人已承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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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未来传媒因上述问题可能遭受的全部损失；因此，未来传媒在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缴纳方面的问题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甘肃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终止挂牌的通知》，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

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该股权交易中心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同意终止公司在

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司在挂牌期间，未在该股权交易中心进行股票发行、

股权转让、股权质押、增减资等行为，未发现违反该中心相关规则规定的事项。 

第三部分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未来传媒关于本次挂牌的申请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试行）》和《基本标准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条件，本次挂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未来传媒本次挂牌尚需取得股转系统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后方可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均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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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未来四方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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