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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所/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公司/银江医联网/发行人 指 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挂牌转让 指 
公司申请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 

银江电子 指 杭州银江电子病历软件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医联网有限 指 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杭州海鸥思 指 杭州海鸥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江智慧医疗 指 杭州银江智慧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医易通 指 杭州医易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博思易康 指 浙江博思易康科技有限公司 

合欣科技 指 杭州合欣科技有限公司 

别初投资 指 杭州别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同嗨网络 指 杭州同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关于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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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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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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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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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主办券商/浙商证券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亚太（集团）/会计师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铭国际 指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报告》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审计报

告》（亚会 B 审字〔2017〕1963 号） 

《评估报告》 指 
中铭国际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铭评报字〔2017〕第 3047 号） 

报告期、近两年及一期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6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法律意见书若出现总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致：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银江医联网”）的委托，

并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作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项目（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就本次挂牌所

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

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针对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仅就与公司本次挂牌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对于从有关国家

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机构

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及经办律师履行了《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规定的相关义务，并将上述文书

作为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本所律师不对有关财务会计、验资、审计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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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就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前述非法律专

业事项内容，本所律师均严格引用有关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公司或有关人

士出具的说明，前述引用不视为本所律师对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查验和做出判断的

合法资格。 

三、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经办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针对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仅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并

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其中涉及到必须援引境外法律的，

均引用中国境外法律服务机构提供的法律意见。 

四、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一）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声明。 

（二）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

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

和相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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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及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公司、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或提

供的证明、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其为申请本次挂牌所制作的法定文件中

自行引用或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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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需经本所律师

对其引用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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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

《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挂牌的有关文

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查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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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 本次挂牌的批准 

1、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纳入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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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杭州银江医联网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并决定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00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和《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等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与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均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了批准本次挂牌的决议。 

（二） 本次挂牌的授权程序和范围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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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事宜，具体授权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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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履行与公司本次挂牌申请有关的一切程序，包括向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材料； 

（2）确定公司本次挂牌申请的具体方案； 

（3）审阅、修订及签署公司本次挂牌申请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转让说明书及其他文件； 

（4）根据本次挂牌申请情况，相应修改或修订公司章程，并在本次挂牌

申请获准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5）聘请中介机构并决定其专业服务费用； 

（6）办理与实施本次挂牌申请涉及的其他一切事宜。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挂牌事宜取得股东大会的必要批

准与授权，但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核同意。 

 

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 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系由杭州海鸥

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银江智慧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医易

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程刚、赵阳、柴俊位、杜炯、娄华龙作为发

起人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医联网有限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

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取得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8586522577F 的《营业执照》，其设立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根据会计师出具的亚会 B 验字〔2017〕0244 号《验资报告》，公司注

册资本由各发起人全部以医联网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认缴，符合《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 

3、公司现持有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信息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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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 223 号 1 幢 1 层 111 室 

法定代表人：程韧 

注册资本：3,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医疗技术、电子

病历软件，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电子产品、

通讯产品、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涉及行医

许可证的除外）、网页设计、平面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

网络广告发布）；承接：建筑工程、计算机系统工程；销售：智能监控器材、安

防设备、电线电缆、通讯设备、通讯产品、打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办

公用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 公司为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公司的《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期限为自 2011 年 12 月 6 日至长期。 

2、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

的下列情形：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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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⑦被法院依法宣告破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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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 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如本法律意见书“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所述，公司系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不存在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公司系由 2011 年 12 月 6 日成立的医联网有限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业务规则》

第 2.1 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的，存续期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医联网有限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依法设立，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经存续满两年。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登记注册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已持续经营两年以上，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 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司目前所持《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医疗技术、电子病历软件，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

机软硬件、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系

统集成；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涉及行医许可证的除外）、网页设计、平面

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承接：建筑工

程、计算机系统工程；销售：智能监控器材、安防设备、电线电缆、通讯设备、

通讯产品、打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办公用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从事为客户提供医疗信息化系统集成、定制软

件开发及综合运营服务。公司最近两年内均主要从事此类业务，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业务明确（具体参见本法

律意见书“八/（一）/1、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6 月的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4,826,338.29 元、6,107,797.37 元及 13,584,428.11 元，均占当期

营业收入总额的 100%，公司的业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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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审计报告》、经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查阅公司历年工商资料，

公司最近二年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需要终止的情形，其持续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法律障碍。 

据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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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规定。 

（三）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1）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所述，公司已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高级管理层（以下简称“三会一层”）等法人治理架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及《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形成了平等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制约机制。 

（2）公司“三会一层”建立以及公司治理制度制定后，公司“三会一层”

能够按照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报告期内的有限公司阶段，医联网有

限的公司治理能够遵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3）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

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讨论、评估，并审议通过公

司治理相关议案，确认报告期内公司治理机制健全且得到有效运行，保护股

东权益，所有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合法权利。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不存在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情形，相关机构及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2、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1）根据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

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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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规章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也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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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海

鸥思及实际控制人程韧、吴英萍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涉及以下情形的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① 受到刑事处罚； 

② 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3）经本所律师检索信用中国官方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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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以及其他领域监管部

门的相关网站信息，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

戒的记录，均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

名单”的情形。 

3、根据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

在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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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除《审计报告》中已披露的与部

分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外，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司股东利用公司资产为股东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

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 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股权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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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所述，公司股权清晰，

权属明确，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股东或实际支配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

的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

形。 

2、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 

（1）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所述，公司的历次股权转让、增资行为均已依法履行必要程序，合法合规；经

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次股票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如下情形：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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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法行

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2）公司股票限售安排 

A．公司实际控制人程韧、吴英萍承诺： 

“本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

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

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在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

让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B．《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 

《公司章程（草案）》第二十七条：“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据此，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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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

规，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 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与浙商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

议书》，约定由浙商证券作为主办券商为公司提供推荐股票挂牌并持续督导服

务。 

2、经本所律师核查浙商证券已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具备担任

公司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由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

《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具备《业务规则》第2.1条规定的实质

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以医联网有限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整体折股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医联网有限依法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后，医联网有限原有的债权和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

承继。医联网有限的成立、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

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 公司设立的具体情况 

1、2017 年 8 月 18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出具了《审计报告》（亚会 B 审

字〔2017〕1963 号）。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医联网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30,220,286.15 元。 

2、 2017 年 8 月 22 日，中铭国际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17〕

第 3047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医联网

有限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30,412,722.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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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8 月 27 日，医联网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全体股东确

认了审计、评估结果，同意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中的 30,220,286.15 元，按股

东出资比例分配并折合为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即发起人股本），

分为 3,000 万股，每股 1 元，净资产中多余的人民币 220,286.15 元计入股份有限

公司的资本公积。公司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享有折合股本后的股份。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额（万股） 股份比例（%） 

1 杭州海鸥思 1,200 40 

2 银江智慧医疗 900 30 

3 杭州医易通 300 10 

4 程刚 255 8.5 

5 赵阳 120 4 

6 柴俊位 105 3.5 

7 杜炯 60 2 

8 娄华龙 60 2 

合计 3,000 100 

4、2017 年 8 月 27 日，医联网有限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

共同出资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5、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杭州银江医联网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情况报告》、《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工作报

告及议案》、《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选举杭州银江医联

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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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 

6、2017 年 8 月 29 日，亚太（集团）出具了亚会 B 验字〔2017〕0244 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8 月 28 日止，公司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医联网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 30,220,286.15 元，根据《公司法》

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 3,000 万元整，

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转为资本公积。 

7、2017 年 9 月 6 日，公司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领取了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8586522577F 的《营业执照》。 

（二） 公司设立的出资审验情况 

经核查，公司设立时系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入资，而非评估值入资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此次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资产审验合法合规。 

（三） 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设立时不存在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设立的程

序、条件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 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和《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的主营业务系为客户提供医疗信息化系统集成、定制软件开发及综合运营服

务。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具有直接面向市场进行独立

经营活动的能力。 

（二） 公司的资产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股东均已足

额缴纳注册资本，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足额到位（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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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2、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公司的主要财产”所述，公司合法拥有经

营性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其使用的资产独立于股东的资产，与股东的资产权

属关系界定明确，公司拥有的主要财产权属明确，不存在权属纠纷。 

3、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资产或资金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占用的情形。 

（三） 公司的人员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均由公司按照法定程序聘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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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及领薪；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兼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

况为： 

姓名 职务 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与公司关系 

程韧 董事长 

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发行人第二大股东持股

49%的公司 

杭州别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杭州海鸥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陈利中 董事 

杭州银江智慧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 
发行人持股 30%的股东 

杭州众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间接

参股的公司 

浙江银江智慧医疗研究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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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智享大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发行人第二大股东持股

49%的公司 

李丹丹 董事 

杭州掌派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 

杭州傲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 

绍兴萌派网络有限公司监事 -- 

徐佳 监事会主席 

重庆银江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监事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浙江银江智慧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江西银江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江苏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浙江银江交通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安徽银江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集团部门副总

裁 

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 

杭州联盈广告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2、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人员和采购、销售人员，公司的人事管理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离。公司已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四） 公司的机构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聘请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

理人员，并在公司内部相应的设立经营管理职能部门。公司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

权，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办公场所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实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8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 

（五） 公司的财务独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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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公司财务人员全部为专职，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职

务。 

2、公司已在杭州银行城西支行开立了基本存款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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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3、公司在杭州市滨江区国家税务局、杭州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滨江）税务

分局进行税务登记并独立按税法规定纳税。经锦天城律师查验公司的纳税申报表

及纳税凭证，公司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

经营的能力，其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

重缺陷。公司的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对关联方依赖情况。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 公司的发起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现有股东均为公司的发起人，公司的股

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额（万股） 股份比例（%） 

1 杭州海鸥思 1,200 40 

2 银江智慧医疗 900 30 

3 杭州医易通 3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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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刚 255 8.5 

5 赵阳 120 4 

6 柴俊位 105 3.5 

7 杜炯 60 2 

8 娄华龙 60 2 

合计 3,000 100 

1、发起人的基本情况 

（1）程刚，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4011119701122****，

住址为杭州市下城区三塘竹园，目前直接持有银江医联网255万股，占公司本次

挂牌转让前总股本的8.5%。 

（2）赵阳，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0319700709****，

住址为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316号，目前直接持有银江医联网120万股，占公司本

次挂牌转让前总股本的4%。 

（3）柴俊位，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3082319620505****，

住址为浙江省江山市市区银行巷，目前直接持有银江医联网105万股，占公司本

次挂牌转让前总股本的3.5%。 

（4）杜炯，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3060219700914****，

住址为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111号，目前直接持有银江医联网60万股，

占公司本次挂牌转让前总股本的2%。 

（5）娄华龙，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3262119620812****，

住址为浙江省临海市大洋街道开石村，目前直接持有银江医联网60万股，占公司

本次挂牌转让前总股本的2%。 

（6）杭州海鸥思 

杭州海鸥思目前持有发行人股份1,200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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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杭州海鸥思于2017年4月17日在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85MA28NW9Y6T，住所为浙江省临安市青山湖街道星港

路618号主楼1层众创空间九号工位。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程韧。经营范围为：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杭州海鸥思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份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程韧 2,700 90 

2 吴英萍 300 10 

合计 3,000 100 

（7）银江智慧医疗 

银江智慧医疗目前持有发行人股份900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 

银江智慧医疗于2011年9月26日在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注

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85832198206，

住所为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223号1幢1层109、110室。法定代表人为陈利中。经

营范围为：服务：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医疗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银江智慧医疗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份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0 

合计 5,000 100 

（8）杭州医易通 

杭州医易通目前持有发行人股份300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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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杭州医易通于2017年4月18日在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85MA28NY7U6T，住所为浙江省临安市青山湖街道星港

路618号主楼1层众创空间十号工位。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合欣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杭州医易通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 股东类型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杭州合欣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13.33 50.00 

杨伟萍 自然人 13.33 50.00 

程韧 自然人 8.53 32.00 

朱俊 自然人 8.00 30.00 

潘长乐 自然人 5.33 20.00 

郑松元 自然人 5.33 20.00 

陈锋 自然人 5.33 20.00 

吴学国 自然人 4.00 15.00 

祝嵩磊 自然人 4.00 15.00 

范伟 自然人 4.00 15.00 

姜科军 自然人 2.67 10.00 

张炜 自然人 2.67 10.00 

王新阳 自然人 2.13 8.00 

罗林林 自然人 2.13 8.00 

郑辉阳 自然人 2.13 8.00 

陈景水 自然人 2.13 8.00 

盛丹 自然人 1.87 7.00 

叶紫秀 自然人 1.33 5.00 

吴聪俐 自然人 1.33 5.00 

张丽娜 自然人 1.33 5.00 

朱祖浩 自然人 1.3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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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全 自然人 1.33 5.00 

蒋楼梁 自然人 1.33 5.00 

李霞 自然人 0.80 3.00 

刘星 自然人 0.53 2.00 

宋龙珠 自然人 0.53 2.00 

廖江汉 自然人 0.53 2.00 

张朝辉 自然人 0.53 2.00 

林妙玲 自然人 0.53 2.00 

汪文乐 自然人 0.53 2.00 

程天昊 自然人 0.53 2.00 

芮晨奇 自然人 0.53 2.00 

合计 100.00 375.00 

2、发起人的出资 

根据医联网关于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发起人协

议》、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发起人以医联网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设立，发起人已投入公司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担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公司的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现有股东均为公司的发起人，详见“六、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的发起人”。经核查，本所

律师认为： 

（1）公司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以下不适宜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公司自然人

股东适格：①在职公务员；②离职三年内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③按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编制人员；④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⑤为公司本次挂牌提

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的经办人员；⑥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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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非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以下不适宜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公司非自

然人股东适格：①已注销的企业；②出现法定解散事由的公司。 

（3）根据公司股东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

由其真实持有，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他方式代替其他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况。 

（4）公司股东的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锦天城律师经查阅工商资料，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http://www.amac.org.cn/）公示系统及相关规定后认为，公司非自然人股东杭州

海鸥思、银江智慧医疗、杭州医易通的资金来源于其股东或合伙人，不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

且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不存在聘请管理人进行投资

管理，也不存在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的情形。因此公司非自然人股东不属于根据《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登记备案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股东具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或曾经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

得担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

题，公司股东适格性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杭州海鸥思，实

际控制人为程韧、吴英萍。 

（1）控股股东 

杭州海鸥思直接持有公司1,200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0%，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符合《公司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关于控股股东的认定。 

（2）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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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韧通过杭州海鸥思控制公司40%的股份，吴英萍通过杭州医易通控制公司

10%的股份，程韧与吴英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根据控股股东杭州海鸥思出具的《承诺函》，控股股东最近24个月不存在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正在进行的、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影响公司经营发展的

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程韧与吴英萍户籍所在地公安局派出所出具的违法

犯罪记录证明以及程韧、吴英萍出具的相关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海鸥思和实

际控制人程韧、吴英萍最近24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及受到相应处罚的情况。 

根据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进行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杭州海鸥思、程韧及吴英萍不存在因法院判决而被执行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 医联网有限的股本及演变 

1、银江电子的设立 

银江电子系医联网有限及银江医联网的前身，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杭州市

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银江电子设立时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杭州银江电子病历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 223 号 1 幢 1 层 111 室 

法定代表人 程韧 

注册资本 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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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子病历软件，计算机系统集成 

银江电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杭州银江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4 51 

程刚 196 49 

合计 400 100 

*2013 年 3 月，杭州银江电子病历软件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有限公

司。 

*2011 年 12 月，杭州银江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杭州银江智慧医疗集团有

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所出具验资报

告（利安达验字〔2011〕第（L1133）号），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400 万元。 

2、医联网有限的股本演变 

（1）第一次增资 

2017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本次增资的认缴

总额为 2,600 万元并修改公司章程。 

杭州银江智慧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原拥有公司 204 万元股权，现追加认缴投资

696 万元股权，追加投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前后共认缴出资 9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30%； 

程刚原拥有本公司 196 万元股权，现追加认缴投资 404 万元股权，追加投资

方式为货币出资，前后共认缴出资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同意接收杭州海鸥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新股东，同意该

股东对本公司认缴投资 1,200 万元，投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0%； 

同意接受杭州医易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公司新股东，同意

该股东对本公司认缴投资 300 万元，投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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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在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完

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7 年 5 月 5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亚会（浙）验字（2017）

第 003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已收到各股东以货

币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6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累计实收资本为 3,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医联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海鸥思 1,200 40 

2 银江智慧医疗 900 30 

3 程刚 600 20 

4 杭州医易通 300 10 

合计 3,000 100 

（2）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程刚将其拥有的公司

4%的 120 万元股权转让给赵阳；同意程刚将其拥有的公司 2%的 60 万元股权转

让给杜炯；同意程刚将其拥有的公司 3.5%的 105 万元股权转让给柴俊位；同意

程刚将其拥有的公司 2%的 60 万元股权转让给娄华龙。 

2017 年 6 月 23 日，程刚分别与赵阳、杜炯、柴俊位、娄华龙签订了股权转

让协议。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在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完

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医联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额（万股） 股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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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海鸥思 1,200 40 

2 银江智慧医疗 900 30 

3 杭州医易通 300 10 

4 程刚 255 8.5 

5 赵阳 120 4 

6 柴俊位 105 3.5 

7 杜炯 60 2 

8 娄华龙 60 2 

合计 3,000 100 

（二） 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1、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所持公司股本及占股本比例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 

（万股）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杭州海鸥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00 1,200 40 净资产 

2 杭州智慧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900 900 30 净资产 

3 
杭州医易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 300 10 净资产 

4 程刚 255 255 8.5 净资产 

5 赵阳 120 120 4 净资产 

6 柴俊位 105 105 3.5 净资产 

7 杜炯 60 60 2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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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娄华龙 60 60 2 净资产 

合计 3,000 3,000 100 100 -- 

2、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1）公司的设立 

如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

结构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不存在纠纷及风险。 

经核查，自股份公司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未发生股本演变。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股东历次出资真实、充足，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不存在出资

瑕疵。 

2、公司历次增资均已召开了股东（大）会，历次增资的议案均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均核发了增资后的营业执照，历次增资均依法

履行法定程序、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

程序完备，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减资事项。 

3、公司及公司前身历次股权转让依法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权转让

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依法

履行必要程序、合法合规，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纠

纷及潜在纠纷。 

4、根据公司现有股东的确认，公司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公司的股权结

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东特

别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股东或实际支配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

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八、公司的业务 

（一） 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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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目前的经营范

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医疗技术、电子病历软件，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通讯产品、

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涉及行医许可证的除

外）、网页设计、平面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

发布）；承接：建筑工程、计算机系统工程；销售：智能监控器材、安防设备、

电线电缆、通讯设备、通讯产品、打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办公用品；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从事为客户提供医疗信息化系统集成、定制软

件开发及综合运营等服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发给公司的营业执照规定的内容之内。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范围的变更 

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经营范围发生过如下变

更，但并未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截至 2016 年 11 月 1 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子病历软件，计算机系统集成；许可经营项目：无。” 

2016 年 11 月 1 日，医联网有限的经营范围变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医疗技术、电子病历软件，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

件、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

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涉及行医许可证的除外）、网页设计、平面设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承接：建筑工程、计算

机系统工程；销售：智能监控器材、安防设备、电线电缆、通讯设备、通讯产品、

打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办公用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0 

（二） 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业务均在中国大陆进行，未有在中国大陆之外开展

经营活动。 

（三） 公司的业务资质 

1、公司已取得资质情况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和《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取得如下相关行政许可及资质证书：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认定单位 

1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浙 R-2012-0090 2014.04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 

2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F201433001172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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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科技型中小业证书 20133301001131 2013.12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4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17917Q12207ROM 2017.8 

北京中鼎恒昌认证有限公

司 

5 AAA 级诚信企业 CHXY3152017-0918005 2017.9 
中企国质信（北京）信用

评估中心 

6 CMMI3 证书 1601070-03 2017.9.24 CMMI Institute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认可、认证，公司从

事经营业务不存在特许经营的情形，无需办理业务相关的经营许可和认证。 

2、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发给公司的营业执照规定的内容之内，且公司经营业务不存在特许经营的情形，

无需办理业务相关的经营许可和认证，公司已取得的资质均在有效期内，不存在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1 

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四） 技术与研发 

1、公司所取得的技术系其拥有的著作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公司

的主要财产”）。经核查，公司所拥有的著作权由公司自行独立开发或依法受让

取得，该等著作权不存在质押的情形。 

经公司确认，公司拥有的重要资产、核心技术及其他重大权益的取得合法，

能够持续使用，不存在现实或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取得技术不涉及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职务

作品，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不存在竞业禁止的问题。 

（五） 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其变更 

1、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为客户提供医疗信息化系统集成、

定制软件开发及综合运营服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6 月的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4,826,338.29 元、6,107,797.37 元及 13,584,428.11 元，均占当期

营业收入总额的 1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主营业务明确。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主要关联方、关联关系 

1、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杭州海鸥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程韧、吴英萍。（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之“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为银江智慧医疗、杭州医易通与程刚。（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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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控制或控股的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控股子公司。 

4、发行人的参股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存在一家参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浙江博思易康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 223 号 1 幢 2 楼 202 室 

法定代表人 程筠 

注册资本 2,5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8WK9470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7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电子病历软件，计算

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电子产品、通

讯产品、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医

疗技术；服务：网页设计、平面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承接：建筑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

销售：智能监控器材、安防设备、电线电缆、通讯设备、通讯产品、

打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办公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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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博思易康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肖泳 250 10 

浙江川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150 86 

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 4 

合计 2,500 100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除发行人及其股东杭州海鸥思、杭州医易通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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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合欣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顺达路 101 号南 103-7 室 

法定代表人 吴英萍 

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557919276W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8 日 

经营范围 

服务：计算机软件及网络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成果转让，承接信息化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工程；批发、零售：

计算机及配件，网络设备，楼宇智能化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机

电设备（除小轿车）。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杭州合欣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英萍 35 70 

舒思诚 15 30 

合计 50 100 

（2）杭州别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    所 杭州市转塘街道美院南街 99 号 6213 室 

法定代表人 程韧 

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MA27YFY42T 

成立日期 2016 年 8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 （除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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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杭州别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

人及出资情况为：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程韧 22 44 

谭清端 15 30 

郑世超 6 12 

吴骞 4 8 

林凡 3 6 

合计 50 100 

6、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包括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参见本法律意见之“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关联自然人控制的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1）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16 号 606 室 

法定代表人 韩红路 

注册资本 627.8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759537495L 

成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健康服务，健康咨询；受托进行健康管理；远程医疗诊断的软件开

发；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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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程韧担任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杭州银江智慧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307.622 49. 

韩红路 282.498 45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31.40 5 

遂昌县人民医院 6.28 1 

合计 627.80 100 

（2）浙江银江智慧医疗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衢海大厦 1 幢 201-E6 室 

法定代表人 陈利中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8XRFW90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4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智慧医疗技术、计算

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工程技术、电子产品、通讯产品；计

算机系统集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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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陈利中担任浙江银江智慧医疗研究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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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州众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1001 号衢海大厦 3 幢 201 室 

法定代表人 陈利中 

注册资本 5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7YM6A2W 

成立日期 2016 年 9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成果转让：网络技术、医疗

技术。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陈利中担任杭州众嗨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健康宝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400 80 

杨伟萍 50 10 

杭州别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 10 

合计 500.00 100 

（4）杭州联盈广告有限公司 

住所 拱墅区莫干山路 691 号（杭州海龙实业有限公司 213 室） 

法定代表人 徐世和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560577959G 

成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6 日 

经营范围 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网络广告发布）；市场营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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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会展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管理；计算机软

硬件、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通信设备、日

用百货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建筑工程的施工（凭资质证书经

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监事会主席徐佳担任杭州联盈广告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徐佳 25 50 

徐向荣 25 50 

合计 50 100 

7、其他关联方 

（1）杭州同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 1 号 3 幢 202 室 

法定代表人 何冬春 

注册资本 4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082100530P 

成立日期 2013 年 10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成果转让：医疗信息化工程

及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产品、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电子

产品、通讯产品、物联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非医疗性

健康咨询、礼仪、清洁；销售：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计算

机软硬件及配件、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服饰、玩具、

办公用品；零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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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

（除新闻媒体及网络广告）；设计、施工、维护：智能化建筑工程、

计算机系统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同嗨网络的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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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何冬春 320 80 

马冰洁 80 20 

合计 400 100 

注：根据 2016 年 1 月 8 日公司与陈飘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陈飘建将其持有杭州

同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 40%股权以 160 万元转让给本公司，该公司已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 2016 年 10 月 8 日公司与何东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将持有杭州同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 40%股权以 1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东春，该公

司已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 2016 年 10 月股权转让后，杭州同嗨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再存在关联关系。 

（2）银江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871439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八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徐理虹 

注册资本 5,5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796697578B 

成立日期 2007 年 3 月 5 日 

经营范围 

服务：为孵化企业或项目提供管理、营销策划、科研信息、产业化

配套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孵化，自动化控制检测技术及设备

开发及孵化，房地产中介服务，技术基础设施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电子商务的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其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7,500,000 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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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18.18 

总计 47,500,000 86.36 

银江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为报告期内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020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益乐路 223 号 1 幢 1 层 

法定代表人 章建强 

注册资本 65,578.9086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09121494M  

成立日期 1992 年 11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交通、医疗、建筑、环境、能源、教育智能化及信息化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设计，工业自动化工程及产品、电力、电子

工程及产品、机电工程及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

转让，停车服务，城市给排水系统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的施工、运营、管理，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

施工、维护，智慧城市信息化的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

集成及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电子产品、计算

机软硬件及设备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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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其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59,608,600 24.34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为报告期内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主要关联方均符合《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关联方认定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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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公司主要关联方的认定准确、披露全面，

符合《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存在为规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

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 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其

关联方存在如下重大关联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银江孵化器股份有

限公司 
物业服务 23,885.93 46,098.28  

杭州同嗨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注〕 
技术开发  600,000.00  

小  计  23,885.93 646,098.28  

注：自 2016 年 11 月起本公司与杭州同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采购交易不再列为关联交

易，上表所列本公司与杭州同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为 2016 年 1-10 月实际交易

金额。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杭州银江智慧医疗

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   793,196.84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硬件销售  1,034,755.18  

小  计   1,034,755.18 793,196.84 

2、关联租赁情况 

根据 2014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与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免租金租

赁合同》，及 2014年 12 月 26日本公司与浙江银江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入

孵协议》，本公司作为孵化对象进驻西园八路 2 号 6 幢 5 楼，孵化时间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孵化期

间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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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资金拆借拆入 

（1）2017 年 1-6 月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初余额 2017 年 1-6 月借入 2017 年 1-6 月归还 2017 年 6 月末余额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杭州合欣科技有限

公司 
 520,000.00 520,000.00  

吴英萍  200,000.00 200,000.00  

小  计  2,720,000.00 2,720,000.00  

（2）2016 年度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6 年初余额 2016 年借入 2016 年归还 2016 年末余额 

杭州合欣科技有限

公司 
 1,090,000.00 1,090,000.00  

吴英萍  100,000.00 100,000.00  

小  计  1,190,000.00 1,190,000.00  

（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

名称 
关联方 

2017.6.30 2016.12.31 2015.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

账款 
       

 
银江股份

有限公司 
148,174.00 109,828.00 364,174.00 70,429.40 428,174.00 105,810.20 

小计  148,174.00 109,828.00 364,174.00 70,429.40 428,174.00 105,810.20 

其他

应收

款 

       

 
银江股份

有限公司 
133,931.00 10,296.55 48,000.00 6,000.00 24,000.00 2,400.00 

 

杭州同嗨

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440,545.40 22,0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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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33,931.00 10,296.55 48,000.00 6,000.00 464,545.40 24,427.27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6.30 2016.12.31 2015.12.31 

其他应付款 银江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5,906.38   

小  计  5,906.38   

（3）资源（资金）占用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

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自公司设立以来，公司制定并通过了《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制度，逐步规

范公司治理结构。 

（四）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与制度 

经核查，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均未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上述关联交易

发生时，当时的公司章程未就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部分关联交

易由各股东协商确定，并未形成书面决议。但是，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前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确认，确认了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

易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方式符合市场规律，

遵循了自愿平等、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没有明显偏离市场独

立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价格，该等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各股东的合法权

益，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关联交易的管理，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已召开股东大会并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公司

章程（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其它相关内部

管理制度，对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决策程序合法性进行了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尚未制定规范的关联交易制度，

该阶段的关联交易事项事后由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予以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公司已制定了完整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就规范和减少关联交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3 

易出具相应的承诺函。公司防范关联方占用资源（资金）的制度完善，且执行

有效，公司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已得以规范。 

（五）同业竞争 

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与公

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为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与公司之

间将来发生同业竞争，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经作出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1）本人目前除持有银江医联网股份外，未投资其它与银江医联网及

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

组织，或从事其它与银江医联网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类似的经营活动；也

未在与银江医联网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任何企

业任职； 

（2）本人未来将不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投资于任何业务与银江医联网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当本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与银江医联网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竞争

性同类业务时，本人及可控制的企业自愿放弃同银江医联网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业务竞争； 

（4）本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不向其他在业务上与银江医联网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

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支持； 

（5）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和在公司任职期间有效，如违反

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函系公开承诺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承诺函的内容全面且清晰，承诺函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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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形式均合理合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行为，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已采取了有效措施避防止因同业竞争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房屋租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房屋租赁情况如下： 

出租方 房屋座落 房屋产权证号 租赁面积（m2） 房屋用途 

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杭州市西湖区 

西元八路 2 号 6 幢 

杭房权证西移字

第 16232998 号 
732.34 非住宅 

（二）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正在申请中的商标共计 2 项，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商标 申请号 商品／服务 申请日期 

1 

 

24439430 

电子出版物（可下载）；可下载的影

像文件；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

磁性编码身份鉴别手环；数据处理设

备；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已录制）；

计算机存储装置；已录制的计算机程

序；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程序； 

2017.06.01 

2 

 

24439460 

技术研究；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

软件咨询；计算机软件更新；计算机

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替他人研究和

开发新产品；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

件维护；计算机系统设计；计算机软

件安装; 

2017.06.01 

2、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软件著作权共计 36 项，具体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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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书编号 开发完成日期 授权日期 

1 
银江门诊电子病历系统

软件 V1.0 
2012SR048617 2012.01.15 2012.06.08 

2 
银江住院电子病历系统

软件 V1.0 
2012SR048614 2012.01.10 2012.06.08 

3 
银江护理电子病历系统

软件 V1.0 
2012SR065540 2012.01.16 2012.07.19 

4 
银江医院信息系统管理

软件 V1.0 
2012SR070114 2012.06.15 2012.08.02 

5 
银江静脉药物配置中心

系统软件 V2.0 
2012SR079303 2012.06.15 2012.08.27 

6 
银江移动临床系统管理

软件 V2.0 
2012SR078958 2012.05.15 2012.08.27 

7 
银江营养点餐管理系统

软件 V2.0 
2012SR078962 2012.05.15 2012.08.27 

8 
银江电子病历系统管理

软件 V2.0 
2012SR079306 2012.04.13 2012.08.27 

9 
银江区域电子病历系统

软件 V2.0 
2012SR097840 2012.09.10 2012.10.17 

10 
银江医学影像信息管理

系统软件 V3.0 
2013SR002178 2012.08.22 2013.01.08 

11 
银江基础数据管理系统

软件 V3.0 
2013SR031390 2012.06.05 2013.04.07 

12 
银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

统软件 V3.0 
2013SR031394 2012.11.14 2013.04.07 

13 
银江医院感染信息系统

软件 V3.0 
2013SR031373 2012.11.22 2013.04.07 

14 银江病案数字化管理系 2013SR045225 2013.02.01 2013.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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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软件 V1.0 

15 

银江基于 HL7 的人体数

字模型和编码、解码、

编译引擎的医疗信息交

互平台软件 V1.0 

2013SR056752 2013.02.15 2013.06.08 

16 
银江基于无线交互医疗

设备监管系统软件 V2.0 
2014SR021521 2013.12.28 2014.02.24 

17 
银江处方点评系统软件

V2.0 
2014SR135636 2014.05.10 2014.09.10 

18 
银江急诊分诊系统软件

V2.0 
2014SR135420 2014.05.10 2014.09.10 

19 
银江静脉药物配置中心

系统软件 V3.0 
2014SR135634 2014.05.10 2014.09.10 

20 
银江抗菌药物监测系统

软件 V2.0 
2014SR134568 2014.05.10 2014.09.09 

21 
银江高值易耗品管理系

统 V2.0 
2017SR068692 2016.09.07 2017.03.07 

22 

银江基于 HL7 医学元素

的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 

V2.0 

2017SR068629 2015.12.20 2017.03.07 

23 
银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V2.0 
2017SR068573 2016.10.14 2017.03.07 

24 
银江总务物资管理系统

V2.0 
2017SR068633 2016.11.21 2017.03.07 

25 
银江协同办公自动化系

统软件 V2.0 
2017SR005084 2016.12.09 2017.01.05 

26 
银江临床路径管理系统

软件 V2.0 
2016SR015232 2015.10.10 2016.01.21 

27 
银江医院信息化统一门

户平台 V2.0 
2016SR015227 2015.09.10 20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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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银江慢病及传染病管理

系统软件 V2.0 
2016SR015432 2015.08.10 2016.01.21 

29 
银江银医通自助系统软

件 V2.0 
2016SR151884 2015.12.20 2016.06.22 

30 
银江智慧养老健康云管

理平台 V1.0 
2017SR023978 2016.11.16 2017.01.23 

31 
医联网双向转诊与分级

诊疗信息系统 V1.0 
2017SR290833 2017.3.31 2017.6.20 

32 

医联网基于集成统一单

点登录系统平台软件

V1.0 

2017SR294348 2017.04.17 2017.06.21 

33 
医联网一卡通管理系统

软件 V1.0 
2017SR294403 2017.03.14 2017.06.21 

34 银江云 HIS 信息系统 2017SR503293 2017.03.23 2017.09.11 

35 
医联网全科家庭医生系

统 V1.0 
2017SR544466 2017.05.23 2017.09.25 

36 
医联网区域实验室检验

信息系统 V1.0 
2017SR540438 2017.06.14 2017.09.25 

3、专利权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正在申请中的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类型 申请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号 申请日 

1 发明专利 
基于医疗信息的人体诊疗信息融合数

字模型及构造方法 
2013102315073 2013.06.09 

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不

涉及其他单位的职务作品、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因知识

产权纠纷而产生的诉讼或仲裁。 

本所律师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全国法

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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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名单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诉讼、仲裁情

况进行了检索（受限于中国境内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诉讼、仲裁相关信息查询系

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未发现公司因知识产权纠纷而产生的诉讼、仲裁

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知识产权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或

权属不明的情形，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存在对他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资

产、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或仲裁。 

（三）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

要生产经营设备不存在产权纠纷的情形。 

（四）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五）主要财产的产权状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明确、清晰，目前不存在重

大权属纠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部分资产所

登记的权利主体仍为医联网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更名至股份公司名下的相关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鉴于公司系由医联网变更而来，公司有权依法全部承继医联网的

资产，公司办理相关更名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公司拥有或使用该等资产不存在

法律障碍，不会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业务合同 

1、销售合同 

公司定义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属于当期重要业务的销售合同为重大销售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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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签订时间 买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情

况 

1 2016.10.9 
浙江美福宝妇儿医

院有限公司 
智慧医院一体化项目 300.00 正在履行 

2 2013.8.1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

医院 
医院信息化软件系统 297.80 履行完毕 

3 2013.7.28 
浙江和仁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市下沙医院数字化

医院信息系统项目 
290.00 履行完毕 

4 2016.6.20 开化县中医院 

开化县中医院异地搬迁

业务用房改造提升工程

（信息化服务软件） 

283.00 正在履行 

5 2017.3.18 开化县中医院 

开化县中医院异地搬迁

业务用房改造提升工程

（手持 PDA 及机房服务

器等硬件设备） 

254.00 正在履行 

6 2014.4.3 高邮市中医院 
医院信息系统整体解决

方案 
199.80 履行完毕 

7 2017.5.28 
衢江区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 

衢江区全民智慧健康服

务平台项目 
188.00 正在履行 

8 2013.8.1 
衢州市衢江区卫生

局 

衢州市衢江区区域卫生

信息化软件系统开发 
187.20 履行完毕 

9 2014.1.22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医院信息化软件系统 171.00 履行完毕 

10 2016.12.8 
衢州市衢江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衢江区卫生局区域银医

通自助设备硬件采购合

同 

162.46 正在履行 

11 2016.3.30 
杭州磐策科技有限

公司 

邵逸夫医院医院信息系

统管理软件项目 
125.00 履行完毕 

12 2012.11.12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

院 
医院信息化软件系统 120.00 履行完毕 

13 2016.9.18 
衢州市衢江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衢州市衢江农信联社银

医通项目硬件 
109.33 履行完毕 

14 2015.11.2 
浙江省武义县第一

人民医院 

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人民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软件

技术开发项目 

108.80 履行完毕 

15 2015.12.9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医院

信息化系统及接口维保 
104.70 正在履行 

2、采购合同 

公司定义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且属于当期重要业务的采购合同为重大采购合

同。 

序 签订日期 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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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元） 

1 2017.3.6 
深圳市证通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自助挂号缴费发卡设

备、住院部自助设备、

自助挂号缴费打印设备 

948,550 履行完毕 

2 2016.10.8 
深圳市证通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自助挂号缴费发卡设

备、住院部自助设备、

自助挂号缴费打印设备 

630,000 履行完毕 

3 2017.5.18 

浙江浙大网新图

灵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3850X5*2，3650M5*4，

3560M5*2，博科 300 交

换机*2 

576,800 履行完毕 

4 2016.11.3 
浙江莱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伊莱达数字医学影像系

统软件 V2.5 
300,000 履行完毕 

5 2017.5.19 

浙江浙大网新图

灵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EMC 存储 280,000 履行完毕 

6 2016.6.22 
湖南长城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银医合作自助设备 270,000 履行完毕 

7 2016.11.3 
杭州迷索科技有

限公司 

智慧医院一体化项目实

施 
255,000 正在履行 

8 2015.7.15 
上海群易科技有

限公司 
HRP 系统 156,000 履行完毕 

9 2015.7.15 
浙江莱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PACS 系统 150,000 履行完毕 

10 2015.7.30 

宁波市科技园区

明天医网科技有

限公司 

PACS 系统 150,000 履行完毕 

11 2017.5.8 
杭州图特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总务库房管理、设备库

房管理、固定资产管理

系统 

150,000 正在履行 

12 2014.8.5 
浙江莱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伊莱达数字医学影像系

统软件 V2.5 
144,000 履行完毕 

13 2017.6.15 
杭州迷索科技有

限公司 
辅材及门禁 137,895 正在履行 

14 2016.12.28 
杭州逸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逸曜合理用药系统 130,000 履行完毕 

15 2016.4.14 

杭州拓云计算机

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 

IBM 服务器 129,000 履行完毕 

16 2015.11.28 
赣州金服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用友财务软件 120,000 履行完毕 

17 2017.4.7 
杭州戴鑫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 
DELL 服务器 103,000 履行完毕 

18 2015.5.7 成都智慧园科技 药学管理系统 100,000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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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9 2016.4.14 
湖南长城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银医合作自助设备 100,000 履行完毕 

（二） 侵权之债 

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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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

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相互担保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报告期内除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九、（二）关联

交易”所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

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 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亚太（集团）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总额为 459,662.31 元，主要发生原因为押金保证金、应收暂付款；公司的

其他应付款总额为 23,282.90 元，主要发生原因为应付暂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应付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清楚，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限制性规定的情形。 

 

十二、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至今无合并、分立、资产置换、重大资产

剥离的行为；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至今发生过 1 次增资扩股，详见本法律

意见书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二）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无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收购或

出售资产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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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业经全体发起人共同制定，并

经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审议通过，其制定程序和内容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公司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章程的制定已

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具备公司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

及其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二） 公司本次挂牌后生效的章程 

公司目前为非公众公司，2017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公司挂牌后生效的《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草案）》，该《章程（草案）》自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之日起生效实施。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挂牌后适用的《杭州银江医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系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特别规定制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挂牌后生效的章程（草案）的内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 

根据公司的组织机构图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根据《公司法》及其章程的

规定，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机构，并聘请了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上述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重要制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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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杭州银江医

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制订<杭州银江医联网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和《关于制订<杭州银江医联网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的职权，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包括通

知、提案的审议、投票、计票、会议决议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公告等作

出明确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合法召开并决策。 

《董事会议事规则》对董事会的职权，召集、召开、主持、表决和提案的提

交、审议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确保董事会高效运作和合法决策。 

《监事会议事规则》对监事会的职权，会议通知，议事程序、决议规则等作

出明确规定，确保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职责。 

此外，公司还依法通过了《总经理工作细则》、《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等重要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符合《公

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1、董事 

公司现任第一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5 名，分别为程韧、朱俊、程刚、陈利中、

李丹丹，董事长为程韧。公司董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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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 

公司现任第一届监事会共有监事 3 名，分别为徐佳、郑松元与职工监事李霞，

监事会主席为徐佳。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三年。 

3、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3 名，分别为总经理朱俊，副总经理潘长乐，财务总

监叶紫秀，均由董事会聘任，每届任期三年。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及合法合规情况 

1、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公司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规定之情形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义务的情形； 

（3）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4）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 

（5）最近两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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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 

（7）最近两年内对所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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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8）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 

（9）在公司任职违反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 

2、本所律师检索了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

e/）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公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disclo

sure/listedinfo/credibility/condemn/index_old.shtml）及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

w.szse.cn/main/disclosure/bulliten/cxda/cfcfjl/）公开谴责的公告，截至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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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具之日，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3、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住所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

报告期内该等人员无违法犯罪记录。 

4、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截至声明出具之日，

该等人员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案件和纠纷。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违反所兼职单位的任职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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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的情形，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经查验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公司提供的“三会”会议文件资料，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变化情况如下： 

1、董事变动情况 

2016年11月，医联网有限董事由“程韧（董事长）、何旭亮、乔凯”变更为

“程韧（董事长）、朱俊、乔凯”。 

2017年9月1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成立以医联

网以及公司章程等议案，并决议成立董事会，选举程韧、朱俊、陈利中、程刚、

李丹丹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程韧为董事长。此后，公司董事未发生变动。 

2、监事变动情况 

股份公司设立前，医联网有限未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2017年8月27日，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霞为职工监事。同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

通过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公司章程等议案，并决议成立监事会，选举谢徐佳、

郑松元、李霞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此后，公司监事未发生变动。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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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医联网有限总经理由“何旭亮”变更为“朱俊”。 

2017 年 9 月 1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朱俊担

任公司总经理、潘长乐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叶紫秀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此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发生了变化，

但该等变化均符合《公司法》、《基本标准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变动主要是由

于公司为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对公司经营管理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变化对本次挂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十六、公司的税务 

（一） 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

率如下：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  率 

增值税 

按应税收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

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

增值税 
6%、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1、本公司经浙江省科学技术厅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有效期三年，本期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计缴。 

2、根据财税〔2011〕100 号文件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

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

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3、根据财税〔2013〕37 号文件的规定，试点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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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 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主要财政补贴

政策为： 

补助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批准文号 

2014 年省信息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 
  307,214.29  

2016 年第一批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中央补助资金 
 180,000.00   

小   计  180,000.00 307,214.29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政府补贴真实、有效，未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

贴政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 公司依法纳税的情况 

杭州市高新（滨江）税务分局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出具了《税收违法情况审

核证明》，证明银江医联网“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11 日止未发现因

税务违法行为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杭州市滨江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出具的《证明》，银江医联网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11 日，无欠税，尚未发现重大涉税违法

违章行为。” 

根据上述杭州市高新（滨江）税务分局、杭州市滨江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

证明文件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

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及安全生产 

（一） 公司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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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所处行业性质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

相关规定，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

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纺织、制革等。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客户

提供医疗信息化系统集成、定制软件开发及综合运营服务等，不属于上述行业。 

2、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验收 

公司目前不存在建设项目，不需要履行建设项目环评等行政审批手续。 

（二） 公司的工商遵守情况 

2017 年 9 月 19 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自 2014 年 9 月 12

日至今，公司未有违反工商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记录。 

（三） 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2017 年 9 月 13 日，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证明》，证明自 2014 年 9

月 14 日至 2017 年 9 月 13 日，未发现公司因违反质量、计量、标准化、特种设

备等质量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该局处罚的记录。 

（四） 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情况 

2017 年 9 月 15 日，杭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公司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15 日该证明出具之日，能够遵守国家安全

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没有因违反国家

或地方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行

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

章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3、报告期内，公司近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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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等情形。 

 

十八、公司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一） 劳动用工 

公司实行劳动合同制，按照《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员工按程序签订劳

动合同，员工按照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 

（二） 社保缴纳情况 

经核查公司员工花名册、社保缴纳凭证、工资单，截至 2017 年 9 月 12 日，

公司在册职工 65 人，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为 65 人，均已缴纳社会保险。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能够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出具了关于社保事

项的《证明》：证明自公司近三年无违规、无投诉、无劳资纠纷。” 

（三） 公积金缴纳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为部分员工缴存公积金，截至 2017 年 9 月 12 日，

公积金缴存人数为 54 人；根据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公司 8 月份新入职 11 名员

工尚未缴纳公积金。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依法为员工缴纳公积金。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出具了《证明》：公司至今无

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记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劳动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能够

为全体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公司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合法合规。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经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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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法院公开网，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2、行政处罚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局、税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管理局等政

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以及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

存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安全生产、质量技术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

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符合合法合规

经营的挂牌条件。 

（二）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或行政

处罚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与该等人员住所地

公安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

内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三） 本所律师对已经存在的诉讼、仲裁的调查和了解受到下列因素的限

制： 

1、本所律师的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出的陈述和说明是按照诚实和

信用的原则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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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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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对于公司、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存在的重大法

律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核实尚无法穷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者可

预见的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二十、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公开转让说明书的编制与讨论，并审阅了公开转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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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开转让说明书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与本法律意见

书无矛盾之处。本所律师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无

异议，确认公开转让说明书不致因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并已取得了本次

挂牌的有效批准和授权，具备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等规定的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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