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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股份公司、万昌股份 指 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万昌有限 指 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 

万森木业 指 安吉县万森木业有限公司 

昌达国际 指 昌达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融汇投资 指 安吉融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荣家具 指 安吉万荣家具有限公司 

万贤新材料 指 安吉万贤新材料有限公司，由万荣家具变更而来 

爱美可 指 浙江安吉爱美可家居有限公司 

万家灯火 指 安吉万家灯火餐饮有限公司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一层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杭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 

财通证券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汇会计师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7月 31日 

最近两年/最近 24个月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根据上下文，亦包括 2017 年

1-7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316a84784f0e070b2696ea1fe1a0c18.html


 

 
 

 
II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本次挂牌 指 
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

议书》 
指 

《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审计报告》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

[2017]4948号《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验

[2017]4960号《验资报告》 

《公司章程》 指 
根据上下文意所需，指公司及其前身制定并不时修订的

《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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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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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必备条款》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 

《暂行办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备案办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本法律意见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表格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采用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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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致：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浙江万昌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协

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布的有关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

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本次挂

牌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在前述审查、验证、询问过程中，公司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和披露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或口头证言，以及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保证所提供的材料

和文件、所披露的事实无任何虚假、隐瞒、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保证有

关副本材料与正本相一致，有关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保证所提供的文件、材料

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

得合法授权；保证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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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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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书面文件与有关部门负责人

或工作人员的面谈记录，调查工作笔录，公共查询系统查询结果等为依据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7、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法律问题陈述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

估、内部控制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计、

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公司的

有关报告引述。本所律师就该等引述除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注意义务，并不对这

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也不作任何商业判断或发

表其他方面的意见。就以上非法律业务事项，本所依据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

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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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公司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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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采用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

授权董事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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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对本次申请股票挂牌作出了批准和授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首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挂牌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挂牌具体事宜的程序和授权范围，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授权行为合法、有效。 

二、公司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公司 

公司系由万森木业及融汇投资 2 名法人股东以万昌有限经审计净资产为基

础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795588716Y），住所为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

徐村湾村 8 幢，法定代表人为万隆鑫，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3300 万元，公

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竹木家具、软体家

具、五金塑料制品及其配件，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定程序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设立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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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依法存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前身万昌有限的工商登记资料、验资报告、历次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决议、公司章程、历年审计报告等文件后确认：

公司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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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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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综上，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的相关内容，公司系依法设立

且持续经营两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依法有效存续，具

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标

准指引》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其他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次挂牌应具备的实

质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前身万昌有限于 2006年 12月 1日经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依法成

立。2017 年 10 月 26 日，经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万昌有限按原账面净

资产值折股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

立”） 

公司系由万昌有限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期

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存续

已满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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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 第

2.1条第（一）项及《标准指引》第一条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现行《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中关于经

营范围的记载及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与承诺及其主

要业务合同，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为椅子、床垫等软体家具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其主营业务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2013 修正）》规定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年 1-7月的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为 10,624.36 万元、10,929.67万元、8,234.60万元，分别占其当期营

业收入的 99.58%、99.69 %、99.61%，公司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如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业务之（三）公司的业务资质和许可”所述，

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相应资质、许可。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

劳务支出等持续的营运记录，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公司的说明与承诺并经

本所核查，公司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

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内业务明确，持续经营，不存在

终止经营及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

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二）项及《标准指引》第二条的规

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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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理机制健全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章程必备条

款》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了董事、监事（包括职工监事），聘请了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公司还制定了《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防

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投资

者关系管理办法》等公司治理制度。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有效性评估的议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具备健全且至今运

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2、合法合规经营 

根据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主管机关分别出具的证明和公司的承诺说明，

确认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标准指引》所规定的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情形，亦不存在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根据实际控制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声明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

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或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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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4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

政策能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

第 2.1条第（三）项及《标准指引》第三条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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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公司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为他人代持等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法律纠纷或质押、冻结及其他依

法不得转让的情况。 

如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所述，

公司及其前身万昌有限自设立以来的历次股权转让、注册资本变动均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最近 36 个月内未

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或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的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业务规

则》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权明晰，股份

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四）项及《标准指引》

第四条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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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 22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财通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

协议》，聘请财通证券担任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主办券

商，并由财通证券对公司股票挂牌后实施持续督导。经本所律师核查，财通证券

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授予的主办券商业务资格，具备担任公司本次挂牌

的主办券商资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聘请主办券商推荐并将持续督导，符合《业务

规则》第 2.1条第（五）项及《标准指引》第五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有关挂牌的实质条件。

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查同意。 

四、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设立的方式和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万昌有限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万昌有

限整体变更为万昌股份的过程如下： 

2017 年 7 月 26 日，万昌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审计和评估基准日，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

更为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聘请中汇会计师作为整体变更的审计机

构，聘请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整体变更的资产评估机构。 

2017年 9月 30 日，中汇会计师出具了中汇会审[2017]4948号《审计报告》，

经其确认，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万昌有限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33,000,824.68 元。2017 年 10 月 6 日，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天源评报

字[2017]第 0359 号《评估报告》，经其确认，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万昌有

限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54,025,009.86万元。 

2017年 10月 7 日，万昌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将公司组织形式

由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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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审计、评估报告并确定折股方案，同意万昌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以经中汇会计师审计的净资产 33,000,824.68 元折合实收资本（股本）3300 万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的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全体发起人签订了《发起人协议》，该协议就万昌有

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经营期限、组织形式、资产投

入及股本结构、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出

席会议。会议表决同意发起设立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审议通过

了《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

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中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

事。 

2017年 10月 23 日，中汇会计师出具了中汇会验[2017]4960号《验资报告》，

审验确认公司股本 3300 万元已足额缴纳。 

2017 年 10 月 26 日，经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办理完成由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依法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500795588716Y 的《营业执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

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 

（二）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的纳税情况 

万昌股份发起人均为企业法人，故在公司设立（改制）过程中不存在自然人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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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

产、销售竹木家具、软体家具、五金塑料制品及其配件，货物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椅子、床垫等软体家具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采购、销售等业务系统；公司具备

独立运营其业务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未发现有依赖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均已承诺不经营与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二）公司的资产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万昌有限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整

体变更时的出资已经中汇会计师验证，公司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有关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及承诺说明，公司合法拥有

开展业务所需资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公司的主要财

产”）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承诺与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不存在资金、资产被股东占用的情形。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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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声明与承诺，经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与

其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独立招聘员工，设有独立

的劳动、人事、工资管理体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

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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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也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处领薪的情形；公司的财务人员也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的情形。     

   （四）公司的机构独立 

根据公司说明及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已聘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内部

设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健全，并能够独立行使经营管理

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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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的财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配备了相应的财务会计人员，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公司单独在银行开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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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已在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并依

法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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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资产、

人员、机构、财务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及

风险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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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的发起人 

1、发起人持股比例 

根据公司全体发起人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签订的《发起人协议》，万昌有

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的发起人共 2名。 

万昌有限整体变更为万昌股份时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2805 85% 

2 融汇投资 495 15% 

合计 3300 100% 

2、发起人基本情况   

（1）万森木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森木业持有万昌股份 2805 万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 85%。 

万森木业系 1998年 3月 11日在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

公司。万森木业目前持有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523147279528T”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安吉县万森木业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凉亭岗  

法定代表人 万传根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http://www.qichacha.com/people?name=%E4%B8%87%E4%BC%A0%E6%A0%B9&companyname=%E5%AE%89%E5%90%89%E5%8E%BF%E4%B8%87%E6%A3%AE%E6%9C%A8%E4%B8%9A%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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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家具、竹木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纺织品、五金、

交电、陶瓷制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成立日期 1998年 3月 11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森木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万隆鑫 616 61.6% 

2 万传根 358 35.8% 

3 梅三宝 15 1.5% 

4 雷群才 11 1.1% 

合计 1000 100% 

根据万森木业《营业执照》记载，公司经营范围为“家具、竹木制品、金属

制品、塑料制品、纺织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根据万森木业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万森木业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材料，万森木业系由万传根、万隆鑫、梅三宝及雷群才 4名

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万森木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全体股东

的自有资金，不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万森木业

亦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其资产。因此，万森木业不属于《暂行办法》第二条和

《备案办法》第二条所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万森木业不属于《暂行办法》及《备案办法》所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 

（2）融汇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融汇投资持有万昌股份 495万股股份，占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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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 15%。 

融汇投资系 2017年 6月 30日在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合伙

企业。融汇投资目前持有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523MA29K55X3R”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安吉融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徐村湾村 8幢 

法定代表人 万传根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工程项目

招标代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除砂石）、橡塑制品、

混疑土及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 2017年 6月 3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融汇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万传根 350 70% 

2 万隆鑫 150 30% 

合计 500      100% 

根据融汇投资《营业执照》记载，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工程项目招标代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除砂石）、

橡塑制品、混疑土及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融汇投资出具的书

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融汇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材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316a84784f0e070b2696ea1fe1a0c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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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融汇投资系由万传根和万隆鑫 2名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融汇投

资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全体合伙人的自有资金，不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

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融汇投资亦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其资产。因此，融

汇投资不属于《暂行办法》第二条和《备案办法》第二条所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融汇投资不属于《暂行办法》及《备案办法》所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 2名法人股东分别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及有限合伙企业，均具有作为股份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与行为能力。股

份公司现有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起人的出资情况 

公司是由万昌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而来，公司的发起人以其拥有的万昌有限的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投入公司，该等出资经中汇会计师审验并出具中汇

会验[2017]4960 号《验资报告》。据此，公司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已足额到

位。原属万昌有限所有的全部资产，包括主要经营设备、相关的配套设施被完整

地投入公司。同时，原属于万昌有限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公司承继。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各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不存在法

律障碍或潜在纠纷，各发起人对公司的出资均真实、合法、有效。 

（三）公司现有股东及持股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昌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2805 85% 

2    融汇投资 495 15% 

http://www.qichacha.com/firm_705885a9a598bb4802849d8e745de68b.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316a84784f0e070b2696ea1fe1a0c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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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00        100% 

根据公司现有股东签署的承诺函，本所律师就公司股权结构、股东资格及其

合法合规性发表如下意见：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

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限制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

形。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东均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在中国

境内有住所，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起人和股东的主体资格，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股东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万森木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05 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5%，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传根通过万森木业间接持有公司 30.43%股

份，通过融汇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10.5%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40.93%股份；万隆鑫

通过万森木业间接持有公司 52.36%股份，通过融汇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4.5%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 56.86%股份。万传根与万隆鑫系父子关系，二人合计持有万昌股

份 97.79%股份，能够依其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及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万

传根担任公司董事长，万隆鑫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对公司的

经营决策事项有重大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万传根、万隆鑫父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http://www.qichacha.com/firm_705885a9a598bb4802849d8e745de68b.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316a84784f0e070b2696ea1fe1a0c18.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705885a9a598bb4802849d8e745de68b.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316a84784f0e070b2696ea1fe1a0c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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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前的历次股权变动 

1、万昌有限设立（2006年 12月） 

根据万昌有限的工商资料，万昌有限系由万森木业和昌达国际两名法人股东

于 2006年 12月出资设立。 

2006 年 11 月 20 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湖工商）名称预核外〔2006〕第 654314 号），核准由万森木业和昌达

国际两名法人股东出资设立的合资经营（港资）企业名称为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

司。 

2006 年 11 月 30 日，安吉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关于同意设立中外

合资企业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安外经贸（2006）139 号），

同意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万昌有限。万昌有限投资总额为 6500 万元，注册资本为

3300 万元。万森木业以现金出资 2475 万元，占注册资本 75%；昌达国际以美元

现汇折合人民币出资 825万元，占注册资本 25%。双方自万昌有限营业执照签发

之日起 3个月内缴付各自出资金额的 15%，余额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2年内缴

清。 

2006 年 11 月 22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万昌有限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台

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浙府资湖字〔2006〕00223号）。 

2006年 12月 1 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万昌有限核发《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企合浙湖总字第 002133号）。 

万昌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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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森木业 货币 2475 0 75% 

2 昌达国际 货币 825 0 25% 

合计 3300 0 100% 

2、第一次实收资本变更(2007年 4月) 

2007年 2月 26 日，湖州中天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天和验

字（2007）第 17 号），经审验，截至 2007 年 2 月 16 日，万昌有限已收到万森

木业和昌达国际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215.7023 万元。其中，万森

木业以货币缴纳出资 580万元，昌达国际以货币缴纳出资 635.7023万元。 

2007年 4月 5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货币 2475 580 75% 

2 昌达国际 货币 825 635.7023 25% 

合计 3300 1,215.7023 3300 

3、第一次股权转让(2007年 11月) 

2007 年 11 月 8 日，万昌有限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如下事项：1、

变更合营各方认缴出资额。其中，万森木业认缴出资额由原 2475 万元（占注册

资本 75%）变更为 188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7%）；昌达国际认缴出资额由原

825 万元（占注册资本 25%）变更为 1419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3%）。2、修改

章程中相关条款。 

2007 年 11 月 15 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万森木业和受让方昌达国际签

订《出资转让协议》，约定万森木业将其持有的万昌有限 18%的股权（即 59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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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出资义务）以零价格转让给昌达国际。 

2007 年 11 月 15 日，安吉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关于同意安吉万昌

家具有限公司要求股权转让的批复》（安外经贸〔2007〕116号），同意万森木

业将其持有的万昌有限 18%的股权（即 594万元出资义务）以零价格转让给昌达

国际。 

2007 年 11 月 1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万昌有限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浙府资湖字〔2006〕00223号）。 

2007年 11月 23 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货币 1881 580 57% 

2 昌达国际 货币 1419 635.7023 43% 

合计 3300 1,215.7023 100% 

4、第二次实收资本变更(2007年 12月) 

2007年 12月 6 日，湖州中天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天和验

字（2007）第 152号），经审验，截至 2007年 12月 6日，万昌有限已收到万森

木业和昌达国际第二期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807.3401 万元。其中，万森

木业以货币新增缴纳出资 350 万元，昌达国际以货币新增缴纳出资 457.3401 万

元。  

2007年 12月 12 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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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货币 1881 930 57% 

2 昌达国际 货币 1419 1,093.0424 43% 

合计 3300 2,023.0424 100% 

5、第三次实收资本变更(2008年 5月) 

2008 年 5 月 9 日，湖州中天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天和验

字（2008）69号），经审验，截至 2008年 5月 8日，万昌有限已收到万森木业

和昌达国际第二期第二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681.8314 万元。其中，万

森木业以货币新增缴纳出资 400 万元，昌达国际以货币新增缴纳出资 281.8314

万元。  

2008年 5月 13 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货币 1881 1330 57% 

2 昌达国际 货币 1419 1,374.8738 43% 

合计 3300 2,704.8738 100% 

6、第四次实收资本变更(2008年 12月) 

2008年 12月 9 日，湖州中天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天和验

字（2008）199 号），经审验，截至 2008 年 11 月 28 日，万昌有限已收到万森

木业和昌达国际第二期第三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595.1262万元。其中，

万森木业以货币新增缴纳出资 551万元，昌达国际以货币新增缴纳出资 44.75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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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2月 10 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货币 1881 1881 57% 

2 昌达国际 货币 1419 1419 43% 

合计 3300 3300 100% 

7、第一次企业类型变更、第二次股权转让（2017年 6月） 

2017 年 3 月 16 日，万昌有限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如下事项：1、

昌达国际将其持有的万昌有限 43%股权（即 1419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万森木业。

2、股权转让后，公司变更为内资企业。 

2017年 4月 28 日，安吉县商务局签发《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编

号：湖外资安吉备 20170019），同意万昌有限企业类型变更为内资企业。 

2017年 5月 25 日，湖州海关驻安吉办事处出具《证明》，万昌有限在湖州

海关无未办结海关手续事项。 

2017年 5月 31 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昌达国际和受让方万森木业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昌达国际将其持有的万昌有限 43%的股权以 1419 万元

转让给万森木业。 

2017年 6月 30 日，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货币 3300 3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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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00 3300 100% 

8、第三次股权转让（2017年 7月） 

2017 年 7 月 5 日，万昌有限唯一股东万森木业做出股东决定，将持有的万

昌有限 15%股权（即 49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融汇投资。 

同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万森木业和受让方融汇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万森木业将其持有的万昌有限 15%的股权以 495万元转让给融汇投资。 

2017年 7月 25 日，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昌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万森木业 货币 2805 2805 85% 

2 融汇投资 货币 495 495 15% 

合计 3300 3300 100% 

（二）股份公司成立及其后续股权变动 

1、万昌有限整体变更为万昌股份（2017年 10月）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万昌有限整体变更为万昌股份，整体变更过程详见本

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 

万昌有限整体变更为万昌股份时，万昌股份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万森木业 2805 85% 净资产折股 

2 融汇投资 495 15% 净资产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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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00 100% - 

（三）公司的股份质押及其他第三方权利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公司股东出具的承诺与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份由各股东真实持有，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

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设定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前身万昌有限的设立、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均

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并办理了所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合法，有效；全体股东所持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第三方权

利的情形。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竹木家

具、软体家具、五金塑料制品及其配件，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已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符合我国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最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为椅子、床垫等软体家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年 1-7月的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为 10,624.36万元、10,929.67万元、8,234.60万元，分别占其当期营

业收入的 99.58%、99.69 %、99.61%，公司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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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的业务资质和许可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业务资质和许可

如下： 

序

号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或 

发证日期 

1 浙江省排污许可证 浙 EC2017B0109 
安吉县环境保护

局 

2017.01.24- 

2022.01.23 

 

2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ABQⅢQG浙湖

201530035 

湖州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2016.03.01- 

2019年 2月 

3 FSC 认证证书1[注] BV-COC-127764 
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 

2015.11.30- 

2020.11.29 

4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533000220 

浙江省科学技术

厅、浙江省财政

厅、浙江省国家

税务局、浙江省

地方税务局 

2015.09.17- 

2018.09.16 

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064-16-Q-0176-R0-M 
北京思坦达尔认

证中心 

2016.01.27- 

2018.09.14 

6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064-16-E2-0177-R0-M 
北京思坦达尔认

证中心 

2016.01.27- 

2018.09.14 

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064-16-S-0178-R0-M 

北京思坦达尔认

证中心 

2016.01.27- 

2019.01.26 

8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18116IPO573ROM 

中规（北京）认

证有限公司 

2016.12.22- 

2019.12.21 

（四）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未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

                                                        
1注： FSC，中文为森林管理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它将人们联合起

来，促进负责任的世界森林经营。FSC 商标为支持负责任的森林经营增长的组织提供国际公认度，

其产品标签便于全球消费者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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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机构。 

（五）公司的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设立至今的工商资料、《营业执照》、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历年的审计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于其经营的业务均办理了相关资质、许可，公

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并已获得主管登记机

关的许可，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实际经营不存在超越

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公司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的有关规定及《审

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主要关联方及关

联关系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万森木业 公司控股股东 

融汇投资 持有公司 15%的股份 

万传根、万隆鑫父子 公司实际控制人 

2、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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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1 融汇投资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

发及物业管理，工程项目招标代

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除砂

石）、橡塑制品、混疑土及制品、

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货物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万传根持合伙份

额 70%并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万隆

鑫 持 合 伙 份 额

30%的企业。 

2 万森木业 

竹木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

纺织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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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万传根持股 35.8%

并担任董事长、万

隆鑫持股 61.6%的

企业。 

3 万家灯火
2
[注] 餐饮服务。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万隆鑫持股 100%

的企业。 

4 爱美可
3
[注] 床垫的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万传根担任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的企业。 

5 万贤新材料
4
[注] 

生产销售高性能膜材料、塑胶原

料、化工原料、电子元器件、通

讯产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

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包装材料 

控股股东万森木

业 持 股 70%的 企

业。 

6 安吉递铺客络伊餐厅 

西饼糕点、冷热饮品、固体饮料、

果蔬汁制售（不含冷菜、不含裱花

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 

公司实际控制人万

隆鑫之配偶孙婷婷

控制的企业 

7 

 

安吉昆铜思博塑料制

品厂 
五金制品、塑料制品加工销售； 

万传根兄弟儿子

万隆昊持股 100%

的企业。 

8 安吉亿英家具厂 
家具、竹木制品加工，销售；海

绵切割。 

万传根妻子弟弟

梅三宝持股 100%

的企业。 

9 安吉县梅溪群胜纸箱 纸箱加工、销售。 万传根姐姐儿子

                                                        
2 注：万家灯火的主营业务为餐饮服务。该公司经营状况较差，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3 注：爱美可系在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要求下设立的中港合资企业，虽然其经营范围中存在与公

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该公司成立至今未从事任何实际业务。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 2017 年 10 月 23日将其注销完毕。 
4 注：万贤新材料系万荣家具变更而来，原万荣家具经营范围虽然存在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但其实际经营业务为实木家具的生产，与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存在较大区别。由于该公司实际经

营规模较小，且其所在生产场所已被溪龙乡政府规划为商业用地，存在随时被拆迁的可能。为避

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报告期末停止其实际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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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雷群胜持股 100%

的企业 

3、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该等人员的基本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所述。 

4、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该等人员的配

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万昌股份关联方认定准确、披露全面、不存在为规

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公司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与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2017年 1-7月：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 

易内容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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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 

易内容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比例(%) 

万荣家具 木材及椅架 协议价 6,381,932.47 12.66 

安吉昆铜思博塑料制品厂 枪钉 协议价 457,192.74 0.91 

安吉亿英家具厂 海绵 协议价 2,439,446.71 4.84 

安吉县梅溪群胜纸箱厂 包装纸箱 协议价 2,724,619.10 5.41 

合  计   12,003,191.02   23.82 

2016年度：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 

易内容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比例(%) 

万荣家具 椅架 协议价 512,820.51 0.87 

安吉昆铜思博塑料制品厂 枪钉 协议价 491,585.76 0.84 

安吉县梅溪群胜纸箱厂 包装纸箱 协议价 3,528,487.06 6.00 

合  计   4,532,893.33    7.71 

2015年度：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 

易内容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比例(%) 

万荣家具 椅架 协议价 2,146,324.79 3.82 

安吉昆铜思博塑料制品厂 枪钉 协议价 318,713.68 0.57 

安吉县梅溪群胜纸箱厂 包装纸箱 协议价 3,706,886.96 6.60 

合  计   6,171,925.43   10.99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 其他应收款 

关联方名称 
2017年 7月 31日

账面余额 

2016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2015年 12月 31

日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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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森木业 - 3,355,338.09 3,355,338.09 

万传根 - - 409,191.44 

万荣家具 - 1,735,396.91 294,358.82 

万隆鑫 - 465,454.88 585,594.00 

孙婷婷 6,330.07 1,313,300.00 952,000.00 

梅有英 - 51,000.00 51,000.00 

梅安信 - 50,000.00 50,000.00 

梅安义 - 50,300.00 50,300.00 

安吉县梅溪群胜纸箱厂 2,533,410.01 3,800,000.00 3,800,000.00 

合  计 2,539,740.08 10,820,789.88 9,547,782.35 

○2 应付账款 

关联方名称 
2017年 7月 31日

账面余额 

2016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2015年 12月 31

日账面余额 

安吉梅溪群胜纸箱厂 1,601,353.36 1,413,549.01 1,384,909.66 

万荣家具 689,846.15 400,000.00 - 

安吉昆铜思博塑料制品厂 264,425.51 158,024.11 72,200.00 

安吉亿英家具厂 675,847.05 - - 

合  计 3,231,472.07 1,971,573.12 1,457,109.66 

○3 其他应付款 

关联方名称 
2017年 7月 31日

账面余额 

2016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2015年 12月 31

日账面余额 

万传根 - 4,332,008.56 - 

梅喜英 - 5,600,000.00 1,000,000.00 

梅三宝 - 256,900.00 699,771.77 

万隆鑫 - - 623,000.00 

戴根全 - - 100,000.00 

合  计 - 10,188,908.56 2,422,7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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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同关联方万森木业、万荣家具、万传根、梅喜英、梅三宝以

及万隆鑫存在关联资金往来，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 2017 年 7

月 31日，公司尚未收回的关联往来资金余额为 2,539,740.08元。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款项已全部归还，不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

情形。 

（3）关联方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

否已经

履行完

毕 

贷款银行 

万传根、

梅喜英 
万昌有限 

620.00 2016/8/16 2017/8/11 否 

中国工商银行

安吉支行
5
[注] 

700.00 2016/10/18 2017/9/22 是 

680.00 2017/5/17 2018/5/15 否 

500.00 2017/2/23 2017/8/3 是 
中信银行安吉

支行
6
[注] 

223.00 2017/4/1 2017/10/1 是 
中国工商银行

安吉支行
7
[注] 

230.00 2017/6/1 2017/12/1 否 

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4）关联资产转让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报告期发生金额（单位：元） 

2017年 1-7月 2016年度 2015 年度 

万荣家具 机器设备 344,100.00 - - 

                                                        
5 注：截至 2017 年 7月 31日，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安吉支行借款合计 2000万元，万传根、梅

喜英为本次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以固定资产为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6 注：截至 2017年 7月 31日，公司向中信银行安吉支行借款 500万元，万传根、梅喜英为本次

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以固定资产为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7 注：截至 2017年 7月 31 日，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安吉支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 453 万，

万传根、梅喜英为公司该融资行为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公司以固定资产为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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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报告期发生金额（单位：元） 

2017年 1-7月 2016年度 2015 年度 

合  计  344,100.00 - - 

万荣家具原生产实木家具，该公司虽经营多年但经营状况不佳，2016 年其

所在生产场所被溪龙乡政府规划为商业用地，存在随时被拆迁的可能。为避免潜

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报告期末停止其实际经营业务，并将其尚有

使用价值的机器设备出售给公司。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相关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在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认定，

关联交易定价应遵循的原则，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等，明

确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议案》，确认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司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将尽可能减少

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同时针对基于正常经营活动往来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四）同业竞争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竹木家具、软体家具、五金塑料制品及其配

件，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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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5 家（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

公司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 

1、万森木业 

万森木业成立于 1998年 3月 11日，注册资本 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竹

木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纺织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销售。万森木业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及公司的控股股东，经核查，该公司已经停止经营

业务多年，未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2、融汇投资 

融汇投资成立于 2017年 6月 30日，认缴出资 500万元，其经营范围为：实

业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工程项目招标代理；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除砂石）、橡塑制品、混疑土及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货物进出

口业务。经核查，融汇投资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有实质性

区别，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3、万贤新材料 

万贤新材料成立于 2000年 5月 23日，注册资本 670万元，系由万荣家具变

更而来。原万荣家具经营范围为：生产竹木家具、软体家具、五金塑料制品及配

件；销售本公司产品。其经营范围中存在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

其实际经营业务为实木家具的生产，与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存在较大区别，与公司

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情形。鉴于该公司实际经营规模较小，且其生产场所已

被溪龙乡政府规划为商业用地，存在随时被拆迁的可能，为避免形成潜在的同业

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报告期末停止其实际经营业务。 

4、爱美可 

爱美可成立于 2013 年 3月 22日，系在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要求下设立的中



 

 

 

                                                                                  31 

港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500万美元，经营范围为：床垫的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

其经营范围中存在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该公司成立至今未从事

任何实际业务。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将其注销完毕。 

5、万家灯火 

万家灯火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注册资本 80 万元，其经营范围为餐饮

服务，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存在实质性差别，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由于万

家灯火经营状况较差，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将其注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万家灯火注销手续已在办理中。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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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五）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内容真实、有

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可

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解决措施。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或使用的主要财产情况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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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权属证书号 座落 面积（㎡） 
地类（用

途） 

使用权

类型 

权利终止

日期 

他项权

利 

万昌有限 

安吉国用（2011）

第 01366号 

溪龙乡徐村湾

村 
35565.30 

工业用

地 
出让 2058-1-28 抵押 

安吉国用（2011）

第 01367号 

溪龙乡徐村湾

村 
23791.00 

工业用

地 
出让 2058-1-28 抵押 

安吉国用（2014）

第 04276号 

溪龙乡徐村湾

村 
6721.00 

工业用

地 
出让 2063-1-30 抵押 

本所律师注意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昌股份厂区内足球场所占

用土地部分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面积约为 1,175.39 平方米，该部分

土地符合公司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历史原因公司尚未取得该部分土地

的使用权证书。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于 2017年 8月 10日印发的浙土字（330523）

A[2017]-0003 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该部分土地的性质为建设用

地。 

2017年 9月 20 日，安吉县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

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止，该企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使用、转让及土地使用权登记等基本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国有土地管理方面的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我局重大处罚的情形。 

（二）房屋所有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房屋所有权情况如下： 

序号 权属证书号 房产坐落 
建筑面积 

（㎡） 
规划用途 

他项

权利 

万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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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属证书号 房产坐落 
建筑面积 

（㎡） 
规划用途 

他项

权利 

1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055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1幢 
6280.70 工业 抵押 

2 安房权证梅溪字第 04029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2幢 
6762.71 工业 抵押 

3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057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3幢 
6280.70 工业 抵押 

4 安房权证梅溪字第 04030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4幢 
7244.27 工业 抵押 

5 安房权证梅溪字第 04031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5幢 
12513.92 工业 抵押 

6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058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6幢 
6280.70 工业 抵押 

7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056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7幢 
6280.70 工业 抵押 

8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165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8幢 
2623.24 办公 抵押 

9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166号 
溪龙乡徐村

湾村 9幢 
2583.46 集体宿舍 抵押 

10 
浙（2016）安吉县不动产权

第 0002454号 

昌硕街道天

荒坪南路 99

号（安吉商

会大厦）1幢

1单元 1101

室 

1398.23 

商业金融

及办公/商

业服务 

抵押 

（三）知识产权 

1、专利权 

根 据 公 司 提 供 资 料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检 索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网 站

（http://www.sipo.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取得的专利

权情况如下： 

http://www.sip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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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所有 

权人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1 
桌椅板倒角加工设

备 
万昌有限 ZL201621007749.X 实用新型 20170419 

2 
锯木台自动上料、锯

切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620422573.8 实用新型 20161109 

3 箱式折叠桌 万昌有限 ZL201620422567.2 实用新型 20161109 

4 升降式储物床 万昌有限 ZL201620422572.3 实用新型 20161109 

5 
折叠桌用的折叠锁

扣机构 
万昌有限 ZL201620422559.8 实用新型 20161109 

6 新型推台锯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620422563.4 实用新型 20161130 

7 床用的折叠桌 万昌有限 ZL201620415033.7 实用新型 20161109 

8 储物床用的床架 万昌有限 ZL201620415035.6 实用新型 20161109 

9 
锯木台用的多功能

定位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620416568.6 实用新型 20161130 

10 锯木台上料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620416631.6 实用新型 20161130 

11 一种夹布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520496382.1 实用新型 20151118 

12 座椅 万昌有限 ZL201520496482.4 实用新型 20151118 

13 座椅沙发 万昌有限 ZL201520496080.4 实用新型 20151118 

14 
一种带阶梯边的储

物箱体 
万昌有限 ZL201520491808.4 实用新型 20151118 

15 一种折叠式储物箱 万昌有限 ZL201520491796.5 实用新型 20151118 

16 一种绗缝机机架 万昌有限 ZL201520491809.9 实用新型 20151118 

17 
一种侧开式储物沙

发 
万昌有限 ZL201520491786.1 实用新型 20151118 

18 
弹簧床垫双轨切割

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420634754.8 实用新型 20150422 

19 一种布料剪裁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420634614.0 实用新型 20150422 

20 床垫转移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420634592.8 实用新型 20150422 

21 床垫夹持装置 万昌有限 ZL201420628427.1 实用新型 20150422 

http://www.pss-system.gov.cn/sipopublicsearch/patentsearch/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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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所有 

权人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22 床垫包装箱 万昌有限 ZL201420628697.2 实用新型 20150422 

23 椅子（天使翅膀） 万昌有限 ZL201430003949.8 外观设计 20140625 

24 一种折叠桌 万昌有限 ZL201420008410.6 实用新型 20140709 

25 一种简易拉伸桌 万昌有限 ZL201420008447.9 实用新型 20140730 

26 
一种新型便携折叠

桌 
万昌有限 ZL201420008429.0 实用新型 20141210 

27 一种折叠组合桌椅 万昌有限 ZL201420008426.7 实用新型 20141217 

28 多功能电视床 万昌有限 ZL201120495686.8 实用新型 20120725 

29 抽拉式活动桌 万昌有限 ZL201120495681.5 实用新型 20120725 

30 一种折叠桌结构 万昌有限 ZL201120186843.7 实用新型 20120118 

31 一种折叠桌 万昌有限 ZL201120184661.6 实用新型 20111228 

32 一种折叠椅 万昌有限 ZL201020694505.X 实用新型 20110803 

33 
一种弹簧床垫及其

卷曲方法 
万昌有限 ZL2011102392812 发明专利 20110819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以专利

号 为 “ ZL201520496482.4 、 ZL201520491808.4 、 ZL201620422563.4 、

ZL201620422572.3、ZL201620416631.6”的 5个实用新型专利作为担保向中国工

商银行湖州安吉支行贷款 700.00万元，担保期限自 2017年 7月 26日起至 2019

年 7月 25日止。 

2、商标权 

根 据 公 司 提 供 资 料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检 索 中 国 商 标 网

(http://sbj.saic.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的商标

权如下： 

序号 商标 注册人 注册号 专用期限 商品/服务列表 

http://sbj.s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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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注册商标 

1 

 

万昌有限 10204473 
2013.01.21-

2023.01.20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2 

 

万昌有限 10204460 
2013.01.21-

2023.01.20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3 

 

万昌有限 10204429 
2013.01.21-

2023.01.20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4 

 

万昌有限 7669084 
2010.12.14-

2020.12.13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5 

 

万昌有限 7669060 
2010.12.14-

2020.12.13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6 

 

万昌有限 7637363 
2010.12.21-

2020.12.20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7 

 

万昌有限 7565964 
2010.11.14-

2020.11.13 

床; 床垫; 垫枕; 垫子(床

垫); 家具; 家具非金属部

件; 软垫; 头靠(家具); 

椅子(座椅); 竹编制品(不

包括帽、席、垫); 

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8 

 

万昌有限 1035346 
2010.03.31-

2020.03.31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9 

 

万昌有限 1028249 
2010.01.07-

2020.01.07 

安乐椅; 餐具柜; 床; 床

垫; 弹簧床垫; 家具; 软

垫; 沙发; 椅子(座椅); 

桌子; 

3、网络域名 

http://wsjs.saic.gov.cn/javascript:%20void(0);
http://wsjs.saic.gov.cn/javascript:%20void(0);
http://wsjs.saic.gov.cn/javascript:%20void(0);
http://wsjs.saic.gov.cn/javascript:%20void(0);
http://wsjs.saic.gov.cn/javascript:%20void(0);
http://wsjs.saic.gov.cn/javascript:%20void(0);
http://wsjs.saic.gov.cn/javascript:%20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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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工业和信息化部 ICP/IP 地址/域名信

息 备 案 管 理 系 统

（http://www.miitbeian.gov.cn/publish/query/indexFirst.action），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名下域名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对应网站备案/许可

证号 
注册人 审核通过时间 

1 

www.wanrongcn.com 
 浙 ICP备 11003599

号-1 
万昌有限 2011.03.10 

wscfurniture.com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上述知识产权未涉及到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

果，不存在潜在纠纷；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均已作出书面承诺：“本人承诺从原任

职单位离职到公司时与原任职单位不存在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不存在关于竞业

禁止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如因与原任职单位存在竞业禁止约定而给公司造成损

失，由本人承担。本人不存在与其他单位签订关于竞业禁止约定或保密协议的情

况，不存在关于竞业禁止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如因竞业禁止相关约定而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由本人承担。同时承诺，本人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或现任职单位知

识产权、商业秘密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如果出现上述纠纷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由本人承担，与公司无关。” 

此外，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

统，未发现任何第三方就其所拥有的任何知识产权、技术成果等向公司及核心技

术人员提出异议之情形，公司亦未收到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司法机关或其他

有权机关发出的申请对公司的知识产权进行确权的书面或口头通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拥有的上述知识产权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 

（四）主要经营设备 

公司主要经营设备为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及其他设备，根据《审计报

http://www.miitbeian.gov.cn/publish/query/indexFirst.action
http://www.wanrong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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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截至 2017年 7月 31日公司主要经营设备账面价值共计 8,615,830.24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持有的上述财产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或合法使

用权，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产权纠纷，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况。除披

露情形外，不存在其他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公司行使其所有权或使用权

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情况 

（一）公司重大合同 

1、重大销售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金额在 6 万美元及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销售合同

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

的物 
合同金额 签署日期 履行状况 

1 
BLU DOT DESIGN & 

MANUFACTURING 
椅子 9.04万美元 2017.06.27 履行完毕 

2 顾家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椅子 82.98万元 2017.05.04 履行完毕 

3 顾家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椅子 90.58万元 2017.05.04 履行完毕 

4 
V.N AND BRITANNIC 

WAREHOUSE 
椅子 11.64万美元 2016.12.23 履行完毕 

5 
V.N AND BRITANNIC 

WAREHOUSE 
椅子 14.52万美元 2016.11.12 履行完毕 

6 
SAM SON INTERNATIONL 

ENTERPRISES LTD. 
椅子 7.29万美元 2016.10.20 履行完毕 

7 
V.N AND BRITANNIC 

WAREHOUSE 
椅子 8.75万美元 2016.08.31 履行完毕 

8 
BLU DOT DESIGN & 

MANUFACTURING 
椅子 16.42万美元 2016.10.21 履行完毕 

9 
BLU DOT DESIGN & 

MANUFACTURING 
椅子 6.20万美元 2016.10.21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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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

的物 
合同金额 签署日期 履行状况 

10 
AXCESS INC. PTE. LTD. – 

MCO 
椅子 14.71万美元 2016.06.16 履行完毕 

11 
BLU DOT DESIGN & 

MANUFACTURING 
椅子 6.81万美元 2016.06.01 履行完毕 

12 
AXCESS INC. PTE. LTD. – 

MCO 
椅子 6.36万美元 2016.05.12 履行完毕 

13 
AXCESS INC. PTE. LTD. – 

MCO 
椅子 11.90万美元 2016.01.28 履行完毕 

14 
V.N AND BRITANNIC 

WAREHOUSE 
椅子 11.46万美元 2015.12.09 履行完毕 

15 
V.N AND BRITANNIC 

WAREHOUSE 
椅子 10.59万美元 2015.12.09 履行完毕 

16 
AXCESS INC. PTE. LTD. – 

MCO 
椅子 9.28万美元 2015.12.17 履行完毕 

17 
AXCESS INC. PTE. LTD. – 

MCO 
椅子 6.92万美元 2015.11.24 履行完毕 

2、重大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金额在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采购合同及履行情况

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

的物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日期 履行状况 

1 苏州润方贸易有限公司 油漆 55.81 2017.06.01 履行完毕 

2 苏州润方贸易有限公司 油漆 55.81 2017.05.04 履行完毕 

3 临颍县诚盛木业有限公司 木材 88.62 2017.05.04 履行完毕 

4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55.53 2017.05.03 履行完毕 

5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56.98 2017.04.03 履行完毕 

6 临颍县诚盛木业有限公司 木材 51.43 2017.03.04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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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

的物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署日期 履行状况 

7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79.18 2017.03.03 履行完毕 

8 安吉县新泰海绵厂 海绵 55.59 2017.01.05 履行完毕 

9 临颍县诚盛木业有限公司 木材 68.09 2017.01.03 履行完毕 

10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64.81 2016.11.07 履行完毕 

11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120.69 2016.10.06 履行完毕 

12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121.99 2016.07.06 履行完毕 

13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88.11 2016.05.06 履行完毕 

14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56.52 2016.04.15 履行完毕 

15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84.33 2016.02.18 履行完毕 

16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55.48 2015.12.03 履行完毕 

17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53.56 2015.09.05 履行完毕 

18 安吉县新泰海绵厂 海绵 119.94 2015.05.10 履行完毕 

19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98.53 2015.05.06 履行完毕 

20 安吉县新泰海绵厂 海绵 79.23 2015.04.15 履行完毕 

21 安吉县新泰海绵厂 海绵 64.14 2015.03.08 履行完毕 

22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80.79 2015.03.05 履行完毕 

23 安吉县新泰海绵厂 海绵 107.28 2015.01.08 履行完毕 

24 
宣城市周王金宝木业有限

公司 
木材 69.22 2015.01.05 履行完毕 

3、重大借款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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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债权人 借款起止日 

借款金额 

（万元） 
担保形式 

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安吉县支

行 

2016.10.31- 

2017.10.30 
500.00 安吉权证梅溪字第 04029号-04031号房

屋、安吉国用（2011）第 01366号土地

抵押担保 2 
2016.11.11- 

2017.11.10 
500.00 

3 
2016.12.13- 

2017.12.12 
145.00 

安房权证梅溪字第 04029、04030、04031

号房产、浙(2016)安吉县不动产权第

0002454 号房产、安吉国用（2011）第

01366号土地抵押担保。 

4 
2017.01.25- 

2018.01.24 
200.00 

5 
2017.05.23- 

2018.05.22 
305.00 

6 
2017.06.14- 

2018.06.13 
130.00 

7 
2017.08.10- 

2018.08.09 
270.00 

8 
2017.08.23- 

2018.08.22 
130.00 

9 

中国工商银行

安吉支行 

2017.05.17- 

2018.05.15 
680.00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055号、00056号、

00057号、00058号房产抵押担保；安吉

国用（2011）第 01367号土地抵押担保；

万传根、梅喜英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2017.08.14- 

2018.08.11 
620.00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055号、00056号、

00057号、00058号房产抵押担保；安吉

国用（2011）第 01367号土地抵押担保；

万隆鑫、孙婷婷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2017.09.12- 

2018.09.12 
700.00 

12 
中信银行湖州

安吉支行 

2017.08.03- 

2018.04.24 
500.00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165、00166 号房产

抵押担保；安吉国用（2014）第 04276

号土地抵押担保。 

4、抵押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抵押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债务

人 
债权人 

主债务最

高额（万

元） 

抵押物 
担保主债务

发生期间 

1 
万昌

有限 

中国农业银

行安吉县支

行 

4,143.00 

安房权证梅溪字第 04029、04030、

04031号房产；浙(2016)安吉县不

动产权第 0002454号房产。 

2016.12.13- 

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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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昌

有限 

中国工商银

行安吉支行

湖州安吉支

行 

3,700.00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055号、

00056号、00057号、00058号房

产；安吉国用（2011）第 01367

号房产。 

2015.05.18- 

2019.05.17 

3 
万昌

有限 

中信银行湖

州安吉支行 
1,036.00 

安房权证溪龙字第 00165、00166

号房产；安吉国用（2014）第 04276

号房产。 

2017.02.16- 

2020.02.16 

4 
万昌

有限 

中国工商银

行湖州安吉

支行 

2,169.50 

专利号为 ZL201520496482.4、

ZL201520491808.4、

ZL201620422563.4、

ZL201620422572.3、

ZL201620416631.6 

的 5 个实用新型专利。 

2017.07.26- 

2019.07.25 

根据公司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纠纷或风险；

上述合同均为公司在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其履行不存在潜在法律纠纷。 

（二）公司的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的承诺与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争议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二、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万昌股份历次重大资产变化 

根据万昌股份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前身自设立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七章“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中已披

露的情形外，没有发生过其他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重大收购

或出售资产行为。 

（二）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兼并行为 

根据万昌股份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没有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收购等计划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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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2017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浙江万昌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公司设立时制订的《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其制定程序合法有效。 

（二）公司章程的历次修改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未修改过章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公司章程》的制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公

司章程》内容符合《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办

理了相应的工商备案手续。 

十四、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运作情况 

（一）公司的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依法建立健全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在内的组织结构和治

理结构，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

有健全独立的组织机构。 

（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制定了《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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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

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并经股份公司创立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事规则和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 

根据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股份公司设立以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会议资料的审查，股份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表决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及其他相关制度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和运作合法、合规。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有董事 5名、监事 3名。董事、股东代表监事由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

任及解聘。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和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职务 

万传根 董事长 

万贤新材料 董事长 

万森木业 董事长 

融汇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万隆鑫 董事、总经理 --- --- 

孙婷婷 董事、副总经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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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职务 

俞帅 董事 --- --- 

梅有英 董事 --- --- 

应牡丹 董事会秘书 --- --- 

李广槐 财务负责人 --- --- 

章文杰 监事会主席 --- --- 

张荣曦 职工代表监事 --- --- 

潘乃立 监事 --- ---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其他机构兼职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兼职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劳动

合同关于竞业禁止的有关规定，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合法合规性及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和声明及公安机关就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的无违法犯罪记录情况出具的《证明》，结

合本所律师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的结

果以及核查经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调取的个人信用报告的结果，公司现任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禁止担任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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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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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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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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最近24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最近24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最近24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不存在竞业禁止及侵犯知识产权

的书面承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原任职单位签署保密协议或竞

业禁止协议，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构成竞业禁止或侵犯其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

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

约定、法律规定，不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上述人员不存在侵犯

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1、董事的变化 

2017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选举万传根、万隆

鑫、孙婷婷、俞帅、梅有英组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7年10月2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选举万传根为公

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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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监事的变化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选举张荣曦担任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选举章文杰、

潘乃立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张荣曦共同组成公司第一届监事

会。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选举章文杰

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3、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聘任万

隆鑫为公司总经理、孙婷婷为公司副经理，聘任应牡丹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

李广槐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万昌股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

符合有关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五）核心技术人员 

 经公司认定，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为梅安义、沈明海、杨玉亮、金敏、陈

路得。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公司的上述核心技术人员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并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专职在公司工作并领取报酬。 

根据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承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与原任职单位



 

 
 

 
48 

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构成竞业禁止或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

权、商业秘密的情形，不涉及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果。 

十六、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一）税务登记 

公司现持有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0795588716Y）。 

（二）公司适用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纳税申报材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为：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过程中产生

的增值额 

内销 17%、11%；外销

适用免抵退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1.00%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00%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00%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00% 

（三）税收优惠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1、所得税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经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

方税务局认定，于 2015 年 9月 17日取得编号为 GR201533000220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在 2015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按 15%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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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2、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商品销售收入适用增值税，按销项税（商品销售收入的 17%计算）抵扣

购进货物进项税后的差额缴纳，出口产品增值税实行“免、抵、退”办法；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

〔2009〕88 号），自 2009年 6月起，家具及家具配件退税率调整为 15%。 

（四）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政府补助如下： 

                                                       单位：元 

补助项目 补助依据 
2017 年 1-7

月 
2016年度 2015 年度 

境外宣传费补贴 
浙财企〔2014〕236

号 
- - 45,000.00 

专利费补助 安科〔2015〕19号 - - 8,500.00 

2014年度经济发

展奖励 

《安吉县人民政府关

于兑现 2014年度经

济发展奖励资金的通

报》 

- - 202,000.00 

收到和谐劳动关

系先进企业奖励 

湖构建办〔2014〕4

号 
- - 10,000.00 

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岗位补贴 
安人社发 69号 - - 101,336.65 

锅炉整治补助款 安吉县人民政府 - 80,000.00 - 

境外参展补提费 
浙财企〔2015〕145

号 
- 20,000.00 - 

2015年工业经济

发展奖励 
溪委〔2016〕11号 - 206,000.00 - 

政府奖励（培训补

贴） 

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局 
- 21,200.00 - 

引进人才奖励 安吉县财政局 - 3,000.00 - 

职业技术鉴定补

贴费 

安吉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 5,300.00 - 

政府科技奖励 安办第 9号 - 11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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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稳岗补

贴 

安人社发〔2016〕12

号 
- 102,318.21 - 

省科技型企业补

助 
安科〔2016〕22号 - 20,000.00 - 

专利补贴 安吉县财政局 - 14,000.00 - 

政府奖励-新产品

开发 

安吉县溪龙乡人民政

府 
4,000.00 - - 

2016年度稳岗补

贴 

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局 
95,001.32 - - 

经济工作奖励 

安财企〔2017〕48号、

安财企通知〔2017〕

197 号 

53,000.00 - - 

合计 152,001.32 586,818.21 366,836.65 

经核查，公司享受的上述政府补助事项已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复或确认，本所

律师认为，公司享受的上述政府补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在2016年度存在6887.25元的税收滞纳金（2015年

度及2017年1-7月不存在税收滞纳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的规定，税收滞纳金是对延误期限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所加收的款项，是税收管理

中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而非税收行政处罚。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缴纳

滞纳金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根据安吉县地方税务局、安吉县国家税务局分别出具的书面证明、公司的说

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税务违法违

规行为。 

十七、公司的劳动与社会保障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7年8月31日，公司共有员工536名，其中23名员工

为退休返聘人员，公司与上述除退休返聘人员之外的全部员工均已签署劳动合

同。公司为421名员工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并按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未缴纳社保的115名员工中，有23名员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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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返聘人员，其余92名员工已自行办理新农合保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7年8月31日，公司已为76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

金。对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公司给予了一定的补助措施。针对外来务工

人员，公司为其中部分人员提供免费员工宿舍；对自行在外租房的外来务工人员，

公司为其每月提供一定金额的补助；其余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系在公司周边

村庄拥有住房的员工，故未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 

经本所律师对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官方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公开渠道查询，核查

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明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相关法规而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相关部门处罚的公示信息，

也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相关法规的罚款支出。公司在报告期内不

存在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处罚的情况。 

根据安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9月14日出具的证明，公司自

2015年1月1日至开具证明之日，不存在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情形，没有涉及任何与劳动和社会保障有关的处罚记录。 

针对公司未对部分员工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的情况，公司控股股东万森木业及

实际控制人万传根、万隆鑫出具承诺：本公司/人将督促万昌股份依法为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若万昌股份所在地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因

社保、公积金事宜对公司进行处罚或要求补缴，本公司/人将按主管部门核定的

金额无偿代万昌股份支付，并承担相关费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与员工签署了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未为全部员工缴

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已作出承诺，确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因此该法律瑕疵不会对万昌股份

本次申请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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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公司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1、关于公司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的认定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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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将重污染企业暂定为：

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

和采矿业；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二五时期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深化整治促

进提升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1〕107号），浙江省的重污染行业主要是指

铅蓄电池、电镀、制革、造纸、化工和印染等六大行业。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椅子、床垫等软体家具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属行

业为家具制造业（C-2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

司所处行业为家具制造业（C-21）中的木质家具制造（C-2110）。根据《挂牌公

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木质家具制造（C-2110）；根据《挂

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13111011 家庭装饰品。因此，

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公司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批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建设项目取得的环评批复及项目环保竣工

验收情况如下： 

（1）2007年9月24日，安吉县溪龙乡村镇建设管理办公室、安吉县溪龙乡人

民政府生态办公室、安吉县溪龙乡人民政府对万昌有限提交的《年产10万件各类

高档家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出具意见，同意万昌有限“年产10万件各类

高档家具”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2）2007年9月25日，安吉县环境保护局出具《安吉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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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家具有限公司各类高档家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安环建

〔2007〕436号），原则同意项目建设。 

（3）2014年1月20日，安吉县环境保护局出具《安吉万昌家具有限公司各类

高档家具生产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意见》（安环验〔2014〕3号），该项

目基本符合环保竣工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建设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环评验收等批复文件，不存

在建设项目未完工或尚未取得相关主管部门验收文件的情形。 

3、公司的排污许可证情况 

公司已取得安吉县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浙江省排污许可证》（编号：浙

EC2017B0109），有效期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2023年1月23日止。 

4、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获得北京思坦达尔认证中心颁发的注册号为064-16-E2-0177-RO-M《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公司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24001-2004 idt 

ISO14001:2004，认证覆盖范围：位于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徐村湾村8幢的安吉万

昌家具有限公司管所从事的实木家具、软体家具的设计开发和生产所涉及的环境

管理活动，证书有效期至2018年9月14日。 

5、公司的环保守法情况 

根据安吉县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9月14日出具的《证明》，公司自2015年1

月1日起至今未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未受过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二）安全生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及国务院第397号令《安全

生产许可证条例》中第二条的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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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公司不属于上述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行业范围。 

2016年3月1日，万昌有限取得湖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安全生产

标准化三级企业（轻工）》证书，证书编号：ABQⅢQG浙湖201530035，有效期至

2019年2月。 

根据安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自2015年至证明出具

之日未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无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记录。 

（三）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2016年1月27日，公司取得北京思坦达尔认证中心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注册号：064-16-Q-0176-R0-M， 确 认 公 司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符 

合 GB/T19001-2008/ISO9001：2008，认证覆盖范围为实木家具、软体家具的设

计开发和生产，证书有效期自2016年1月27日至2018年09月14日。 

根据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公司自2015年1

月1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各项经营活动基本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质量及技术监督

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品质量符合企业及国家标准，未发生

因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重大

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于湖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的查询结果及公司的书面承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

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及产品质量、

技术等标准方面不存在合规经营方面的问题和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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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公司涉及的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罚 

（一）公司的行政处罚情况 

1、万昌有限非法占用集体土地被安吉县国土资源局处罚 

万昌有限于2007年2月非法占用溪龙乡徐村湾村东村地段的集体土地进行足

球场及厂房建设，占用土地总面积为1175.39平方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

安吉县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24日出具安土资监罚（2016）3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如下：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1175.39平方米集体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

上新建的167.85平方米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处每平方米20元的罚款，计人民币

贰万叁仟伍佰零柒元整。 

根据《浙江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试行）》，非法占用未利

用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违法情节认定为“一般”，

对应裁量标准为“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可并处非

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上20元以下罚款”。结合安吉县国土资源局于2017

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万昌有限所占土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故此次

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2、万昌有限使用未经许可生产的简易升降机被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 

2015年9月29日，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万昌有限进行执法检查时，万昌

有限未能提供车间内一台简易升降机生产（制造、安装）许可，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八十四条，安吉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安

市监罚字（201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如下：1.责令停止使用未经许可生

产的简易升降机；2.罚款叁万元整。 

根据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此次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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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公司的诉讼、仲裁情况 

1、报告期内的已决诉讼 

（1）上海博取实业有限公司与万昌有限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5年3月18日，原告上海博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向被告万昌

有限交付价值为243612.19元的柞木板材，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

年3月20日，被告万昌有限给付原告货款10万元和143612.19元。2015年3月24日，

原告向被告万昌有限交付价值为175890.6元的柞木板材，开具金额为208800元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3月31日，被告万昌有限给付原告货款175890.6元。2015

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万昌有限交付价值为168033.72元的柞木板材。2015年4

月7日，原告向被告万昌有限交付170317.6元的柞木板材，经双方协商，原告同

意在货款中扣除99698.34元，即2015年4月7日的柞木板材按70619.3元计算；原

告开具金额为13512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4月9日，被告万昌有限给付原

告货款168033.72元。2015年4月10日，原告向被告万昌有限交付价值为16635.4

元的柞木板材；2015年4月12日、13日及15日开具金额为2372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2015年4月9日，被告万昌有限给付原告货款10万元。2015年4月26日，原告

向被告万昌有限交付价值为75321.64元的柞木板材，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 

综上，原告向被告提供柞木板材货款总计900112.85元，开具相应金额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万昌有限已给付原告货款687536.51元，至今尚欠212576.34

元。原告催讨剩余货款未果，遂诉至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年7月19日，安吉县人民法院出具（2015）湖安梅商初字第264号判决书，

判决如下：1、被告万昌有限给付原告上海博取实业有限公司货款212576.34元及

利息（自2015年5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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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2、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本案受理费2245

元（已减半），由被告万昌有限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经 本 所 律 师 检 索 全 国 法 院 被 执 行 人 信 息 查 询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未检索到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的

相关信息。 

2、未决诉讼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除上述已决诉讼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在全国法

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查询，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

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在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查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五）本所律师对已经存在的诉讼、仲裁的调查和了解受到的限制 

1、本所律师的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按照诚实和信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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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原则作出的；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管辖的规定，并基于中国

法院、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程序和公告体制，在中国目前对诉讼和仲裁的案件受

理缺乏统一的并可公开查阅的信息公告系统的情况下，本所律师对于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存在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的核实尚无法穷尽。 

二十、关于本次挂牌的相关主体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核查  

根据万昌股份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

所律师查询信用中国、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主体所在地地方信用网站、各主体所在地国家税务

局及地方税务局网站、国家环保部和各主体所在地环保局网站、各主体所在地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网站、各主体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各主体所在地发改委

网站、各主体所在地人民银行网站、中国证监会以及各主体所在地证监局网站等

官方网站，本所律师认为，万昌股份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属于《关于发布<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公告》规定

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亦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二十一、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有关条件，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并已取得现阶段所必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同意公司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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