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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卓才互能（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卓才互能（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收委托，作为卓才互

能（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已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出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卓才互

能（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下发的《关于卓才互能（广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中需要律师补充说明的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外，其他法律问题之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

书中的相关表述。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也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发表补

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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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特殊问题

一、（《反馈意见》问题 1）关于历史沿革。请公司补充披露股权历次变动资

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核查公司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档案、银行打款

凭证、公司记账凭证、公司股东名册、股东声明。

（二）核查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共计发生 1次股权变动和 2次增加实收资本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

（1）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2014 年 3 月 27 日，公司的前身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限

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其中广州市卓才

联沣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卓才集团前身）认缴初出资 510.00 万元，梁胜认缴出

资 343.00 万元，李灿洪认缴出资 122.50 万元，张燕认缴出资 24.50 万元。

公司设立时出资均未实缴。

（2）公司第一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4 年 8 月 11 日，广东名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名博验字（2014）

YD008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4 年 8 月 6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卓

才集团（由股东广州市卓才联沣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以货币形式缴纳的

第一期出资 200.00 万元。

经本所律师访谈得知，公司此次增加实收资本系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充实

资本金，出资来源为卓才集团自有资金，且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确认。

（3）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6 月 12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李灿洪将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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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的 12.25%共 122.5 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张燕。同日，股权转让方与

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上述股权转让金为 0元。同日，卓才集

团、梁胜、张燕签署了卓能有限新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6 月 19 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

有限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

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1 卓才集团 510.00 200.00 51.00 货币

2 梁胜 343.00 0 34.30 货币

3 张燕 147.00 0 14.70 货币

合计 1,000.00 200.00 100.00

经本所律师与李灿洪、张燕访谈得知，2015 年 6 月，李灿洪将其持有的有

限公司 122.5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2.25%，未实缴）转让给张燕的主要原

因是：李灿洪认缴出资未实缴，而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以及未来的规划，股东认缴

的出资要在未来两年全部实缴到位，经考量自身的资金状况，李灿洪决定将全部

股权转让。经李灿洪、张燕确认，此次股权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及潜在纠纷。

（4）卓才股份第二次增加实收资本

2017 年 6 月 14 日，股东广州卓才集团有限公司和张燕分别将投资款 310.00

万元、147.00 万元存入有限公司银行账户；2017 年 6 月 19 日，股东梁胜将投资

款 343.00 万元存入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至此，有限公司全部股东已按照《公司

章程》要求履行完毕其出资义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 万元。

2017 年 6 月 26 日，广州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鸿正验字（2017）

YD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7 年 6 月 19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卓才集

团、张燕、梁胜以货币形式缴纳的第二期出资共计 800.00 万元。

经本所律师访谈得知，公司此次增加实收资本系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充实

资本金，出资来源为卓才集团、梁胜、张燕自有资金，且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确认。

2.经本所律师与涉及上述股权转让、出资的当事方访谈及公司股东作出声明，

确认投入公司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来源于工资薪酬、投资收益等合法收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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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司股份均是真实出资形成，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类似安排，亦不存

在权属纠纷和潜在纠纷。

经核查，公司股东为：卓才集团、梁胜、张燕。其中法人股东卓才集团实际

从事的业务为：对集团内部的公司进行管理，不是持股平台。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涉及公司股权转让、出资的当事方所支付的

资金均为自有资金。公司历次股权变动均通过合法的方式有效履行完毕，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权属争议及潜在纠纷，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

利益输送及潜在纠纷情形。

二、（《反馈意见》问题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用工是否合规，

是否存在欠缴员工工资、社保及公积金的情况，是否存在处罚风险。请主办券

商和律师对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公司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合

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了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以及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

的《劳动情况的证明》、广州市南沙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广

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和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五险一金的兜底承诺》。

（二）核查情况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

共有派遣（含外包人员）合计 3906 人，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

行规定》相关规定，与上述人员签署了劳动合同。用工期限根据与用工单位的合

作协议确定，一般为两年。五险一金的缴纳情况如下：参加社保人数为 3849 人，

缴纳公积金 362 人。未缴纳社保 57 人中，5 人为退休返聘人员依法无须缴纳社

会保险，52 人新入职尚未办理社保手续（47 名）或实习生（5名）。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5名实习生已结束实习安排；47 名新入职员工已办理社保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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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报告期内因用工单位拖欠劳务派遣员工休息日和法定节假加班工资，

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被劳动仲裁裁决与用工单位共同向劳务

派遣员工支付休息日和法定节假加班工资 11497.56 元（详见《法律意见书》十

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一）公司及子公司存在的诉讼、仲裁事项或行政处

罚事项）。根据公司确认，除上述劳动仲裁案件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

之日，公司不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形。

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出具《劳动情

况的证明》，公司及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发现

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广州市南沙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出具《证明》，

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发现广东卓才欠缴社保费，也

未接到给该公司员工有关社保事项的投诉。

根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

情况证明》，广东卓才自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未曾受到过该中心的行政处

罚。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出具了《关于五险一金的兜底承诺》：“如发生政

府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机构因卓才股份在报告期内未为全体员工缴纳、未足额缴

纳或未及时缴纳五险一金对其予以追缴、补缴、收取滞纳金或处罚；或发生员工

因报告期内卓才股份未为其缴纳、未足额缴纳或未及时缴纳五险一金要求补缴、

追索相关费用、要求有权机关追究的行政责任或就此提起诉讼、仲裁等情形，本

人（公司）承担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以及产生的其他全部费用，且在承担相关责

任后不向卓才股份追偿，保证卓才股份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所述，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依法用工，按照《劳动

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相关规定，与劳务派遣及劳务外包员工签署了劳

动合同，在薪金标准、福利待遇、社会保险、劳动环境等方面均作出明确约定，

公司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合法合规。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用工合规。报告期内未因用工问题受到劳动

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在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对劳务派遣员工社保和住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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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金缴纳不规范的情形，，相关主管部门已对公司近两年未因用工、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缴纳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作出了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已

承诺承担因此可能造成公司的经济责任，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不规范的情况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公司与被派遣劳动

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合法合规。

三、（《反馈意见》问题 3.）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劳务派遣员工与用

工单位“同工同酬”情况的履行情况、用工单位用工合规情况。请主办券商及

律师补充核查，并就相关风险进行充分揭示。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了公司提供书面说明和《人才派遣服务合同》，抽取了与公司有经常性

业务往来的部分客户。

（二）核查情况

1．公司劳务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同工同酬”情况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和《人才派遣服务合同》，公司与主要用工单位签订的

《人才派遣服务合同》明确约定劳务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员工享有“同工同酬”

的权利及同等的劳动保护和使用劳动安全生产用品的权利。

公司已取得主要用工单位出具的《关于劳务派遣人员与本公司岗位劳动者同

工同酬的说明》，证实了劳务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员工同工同酬。

公司已分别取得所在劳动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证明报告期内合法合规经营。

2．用工单位用工合规情况

根据 2014 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

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

劳动者，且使用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并给予了 2年的过渡期，即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公司报告期内已协同企业客户商议解决方案并积

极落实，并计划依托《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正式实施的契机转变自身业务模式，

逐步扩大劳务外包业务范围。本所律师抽取了与公司有经常性业务往来的部分客

户，上述客户均确认“业务交易中劳务派遣人员与本公司同岗位劳动者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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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司的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未超过本公司用工总量的 10%”。但是由于公司客户

众多，不排除有用工单位在实际用工过程中存在违规的可能性。若用工单位实际

用工过程中可能出现违反“同工同酬”或超规定比例使用派遣员工的情形，用工

单位用工违规时，公司可能会存在需要向劳务派遣员工支付赔偿及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的风险。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劳务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实现“同工同酬”，

未发现公司的主要客户即用工单位在用工过程中有违法违规情况。由于公司客户

众多，不排除有用工单位在实际用工过程中存在违规的可能性。在用工单位用工

违规时，公司可能会存在需要向劳务派遣员工支付赔偿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风

险。

四、（《反馈意见》问题 4.）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是否与实习生签订

实习协议；（2）公司与上述实习生所在学校的合作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

充核查公司实习生使用及管理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公司的《实习协议书》，公司提供的说明。

（二）核查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核查公司与实习生签订的《实习协议书》，公司不定

期会有少量实习生岗位安排，并推荐到用工单位进行实习。。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 5名实习人员，全部为大学在校学生，公

司与上述人员均签订了《实习协议书》，依约向其支付了报酬，未发生纠纷。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已与前述实习人员解除了《实习协议书》，

目前，公司不存在聘用实习人员的情形。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第六条

规定，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大力组织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实习实践，确保

高校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参加实习实践活动。

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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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的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经核查，到公司实习的实习学生均年满 16 周岁，不存在从事高空、井下、

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安全健康隐患的顶岗实习劳动，实习人员

工作环境、安全防护方面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公司书面承诺将进一步规范对在校

实习生的社会实践工作。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聘用实习人员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

纠纷和潜在纠纷。公司与上述实习生所在学校未建立合作关系。

五、（《反馈意见》问题 6.）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等

政府机关类客户，请主办券商、律师就以下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劳

务派遣合同的签署是否需要通过招投标程序，公司获取项目的途径和方式是否

合法合规；（2）公司为此类客户服务的过程是否涉及特殊行业的准入审批备案

程序。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核查公司报告内签署的重大销售合同等文件资料，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与负

责招投标的负责人员进行沟通。

（二）核查情况

1．劳务派遣合同的签署是否需要通过招投标程序，公司获取项目的途径和

方式是否合法合规。

公司主要通过直接销售方式获取客户。公司于 2015 年招标费为广州市南沙

区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办公室招投标合同，2015 年招标后，与广州市南沙区机关

行政事务管理办公室合作两年，除此之外，申报期内公司未有其他通过招投标方

式获取的客户，故申报期内公司仅有一项通过招投标程序获取的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

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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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

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招标投标法

第三条所称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前款所

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

修、拆除、修缮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

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

由上可见，公司所属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行

业；劳务派遣业务也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因此劳务派遣合同的

签署并不强制要求通过招投标程序。公司作为人力资源服务提供方，获取项目的

途径和方式由客户方决定，公司获取项目的途径和方式合法合规，当客户要求进

行招投标方式时，公司采取招投标方式获取项目，当客户无招投标等要求时，公

司通过直销方式获取项目。

2．公司为此类客户服务的过程是否涉及特殊行业的准入审批备案程序。

通过对公司的政府机关类客户进行整体核查，公司申报期内的政府机关客户

涉及到街道办事处、公安局、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整规打假与食品安全办

公室、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公司为该类客户所提供的岗位均为非核心工

作岗位的文员、档案员及后勤人员，故公司的政府机关类客户不涉及特殊行业的

准入审批备案程序。

（三）核查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的签署无要求必须通过招投标程序，公司

获取项目的途径和方式合法合规。公司为政府机关类客户服务的过程不涉及特殊

行业的准入审批备案程序。

六、（《反馈意见》问题 7.）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有重合情形。请

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前五大客户重合的原因，前五大客户订单获得的方式；

javascript:SLC(23176,0)
javascript:SLC(23176,0)
javascript:SLC(23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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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目前产品的销售方式和渠道；（3）公司针对前五大客户重合所采取的

措施；（4）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的关系。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公

司对前五大客户是否存有依赖；（2）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有关联关系，订单获得方式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了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采购与销售合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等。

（二）核查情况

1．公司对前五大客户是否存有依赖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五、销售及采购情况”，报

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2017 年 1-6 月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列示如下：

客户 金额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

广州千研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1,253,274.90 9.45

立白日化有限公司 1,158,970.39 8.74

广州萝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77,911.43 8.13

广州市万贝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788,740.01 5.95

广州列顿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455,763.56 3.44

合计 4,734,660.29 35.71

2016 年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列示如下：

客户 金额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

广州千研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3,220,145.58 11.21

广州萝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541,454.84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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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亿诺电气有限公司 2,037,318.33 7.09

广州富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509,433.92 5.26

咸宁市厚福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
1,294,925.29 4.51

合计 10,603,277.96 36.92

2015 年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列示如下：

客户 金额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

广州南沙国际物流园开发有限

公司
1,780,535.42 8.12

广东卓志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
1,543,422.37 7.03

广州列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350,636.48 6.16

广州海瑞克隧道机械有限公司 1,211,679.75 5.52

咸宁市厚福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1,159,138.70 5.28

合计 7,045,412.72 32.11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低于 40%。

公司虽然存在三家客户连续两年计入前五大客户的情形，但其收入比重均有所下

降，且前五大客户并非完全重合，只是个别客户存在重合的情况，且随着公司市

场拓展变化而有所变化。

2．公司、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有关

联关系，订单获得方式是否合法、合规。

经本所律师检索、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

客户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及主要管理人员信息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股东
公司主要管理人

员

1
广州千研美化妆

品有限公司

斯铂涵

（Stephane

Marie,RIND

ERKNECH）

广州美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斯铂涵

（StephaneMarie

,RINDERKNECH）

董事：

RUDOLF JOCHEN

ZAUMSEIL、

施仁立、

Antoine Robert

Maurlce VANLAEY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743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7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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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DAUCHY

GUILLAUME,VINCE

NT,JOSEP

2
立白日化有限公

司
陈丹丽

陈凯旋、陈凯臣、

广州立白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广东

金百汇实业有限

公司、广州立百

（番禺）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陈泽滨

经理：陈丹丽

监事：陈凯臣

3
广州萝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马军

奥园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市颐境投

资有限公司、广州

市黄埔区萝岗街

萝岗社区经济联

合社

董事长：郭梓宁

副董事长：朱灿

均、钟日权

董事兼总经理：马

军

董事：周贤军

监事会主席：朱梓

榆

监事：钟平、钟志

华

4
广州市万贝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覃朗

奥园集团有限公

司、

广州市番禺信息

技术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覃朗

监事：刘敏东

5
广州列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LAXTON,LYL

E CHARLES
LAXTON GROUP

LIMITED

执行董事：

LAXTON,LYLE

CHARLES

经理：PEREIRA

NELSON DA SILVA

监事：PEREIRA

NATASHA

6
广州亿诺电气有

限公司
陈小明 陈大明、陈小明

执行董事：陈大明

经理：陈小明

监事：杜晶

7
广州富宏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陈松键

黄秋松、陈松键、

广州市键创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黄

才光、陈寰柯、林

庆炎、陈宁

执行董事：陈松键

经理：黄勇耀

监事：黄秋松

8
咸宁市厚福运输

服务有限公司
谢健峰

厚福医疗装备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谢健峰

监事：陈鸿光

9
广州南沙国际物

流园开发有限公

林晟祺 广州南沙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珠江

董事长：王敏

董事兼总经理：林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47245228-c138823688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49006201-c138823688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49011133-c138823688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4801437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4801437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9127071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9127071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9127071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38823726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38823726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55127145-c138823688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47245228-c138823688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840471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840471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35233318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35233318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795564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795564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795564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7955648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75199989-c147619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75199989-c147619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33730290-c147619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74700961-c147619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74700961-c147619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33548383-c147619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33548383-c147619157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66617976-c14454132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840471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840471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033013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0330135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0330135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66617976-c144541324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11978396-c144541324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28739483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28739483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50478186-c285769755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50478186-c285769755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50478186-c285769755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94881537-c285769755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00841115-c232992723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6747128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6747128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98220385-c232992723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98220385-c232992723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08804685-c232992723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08804685-c232992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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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95828580-c232992723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00841115-c232992723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74623420-c158262439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654788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6547886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74623420-c158262439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60062420-c158262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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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船务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晟祺

董事：赵益良、李

志杰、卢劲松、应

振宇

监事：李杰明

10

广东卓志跨境电

商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李金玲 广州市卓志商贸

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金玲

董事：洪志权、伍

卓萍、于崇刚、田

靖

监事：陈炳荣

11
广州海瑞克隧道

机械有限公司

GUENTER

RICHTER

Herrenknecht

Asia

Headquarters

Pte. Ltd.、广州

广重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董事长：GUENTER

RICHTER

副董事长：蔡瑞雄

董事：张金祥、

Choo Koh Chew、

Rainer Hirsch

根据上述核查情况，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不

存在相互占有权益或担任职务的情形。

通过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并根据上述人士出具的

其与公司的前五大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均确认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前五大客户的股权或出资，也没有在公司前

五大客户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说明，前五大客户订单主要通过实地拜访、电话拜访以及老客户介

绍的方式取得。公司各项业务开展初期，实地拜访是最普遍和有效的获取订单的

方式，销售人员通过实地拜访了解客户需求，向客户介绍公司服务，洽谈业务合

作方案，从而达成合作意向，促成签约。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较好的服务品质

为公司树立了品牌形象，在客户间形成了口碑效应，近年来，老客户介绍成为公

司获取订单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前五大客户不存在依赖，公司、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五大客户不存有关联关系，订单获得方式合法、

合规。

七、（《反馈意见》问题 9.）请公司补充披露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若为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94534314-c23505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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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13563519-c235059199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13563519-c235059199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86272723-c235059199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91976772-c108406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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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17279148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56310828-c1589394289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33292110-c158939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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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等支出，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报告期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发表

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了公司的《审计报告》、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税务、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及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公司出具的确认函、查阅了公司

的财务明细账及相关凭证。

（二）核查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具体为：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合计 2,575.36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2,575.36

滞纳金 8,071.23 22,163.22 137.78

其他 2,760.28 50.13

合 计 10,831.51 24,788.71 137.78

根据公司回复：公司的营业外支出包括固定资产处置损失、滞纳金和少量其

他支出。滞纳金全部为公司为劳务派遣员工补缴社保产生的社保滞纳金，根据社

会保险政策的相关规定，允许补缴一定期间内的社会保险，但需要支付延期支付

的滞纳金，公司根据客户要求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会产生一定的滞纳金，不属于

罚款性质支出。其他为 2016 年度的 50.13 元为广东卓才深圳分公司因丢失发票

而支付的税务罚款 50 元及计提和缴纳税费的差额 0.13 元；2017 年 1-6 月的

2,760.28 元为广东卓才深圳分公司华强北路 702Ｃ室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押金

损失 2,760.22 元及计提和实际纳税税费的尾差 0.06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一章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

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

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罚款额在二千

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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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广东卓才深圳分公司上述被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由税务所决定的行政处罚，罚款 50 元，金额较

小，违法情节轻微，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税务、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及公积金

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合法，不存在因违法违规

而受到上述部门处罚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营业外支出中的罚款金额较小，违法情节轻

微，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

法违规情形，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八、（《反馈意见》问题 10.）关于公司的业务资质。请主办券商、律师结合

实际业务开展情况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

管等法律法规情况；（2）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3）业务

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4）业务开展及人员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

可或者特许经营权等；（5）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是否存在相

应的法律风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6）是

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相关资料；查阅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营业执照、公

司章程、审计报告和主要业务合同；询问公司管理人员。

（二）核查情况

公司申报期内的主营业务为人力资源服务相关业务，涉及劳务派遣服务等人

力资源服务，公司设立了经营性互联网，并且经营了增值电信业务，业务覆盖范

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

1．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主要法律法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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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序号 涉及监管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

1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

力资源市场监管有关

工作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0〕10 号）

对原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人事行政部门发放的职业中介许可证、

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进行统一换发，新的许可证名称为“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并免费发

放。

2
《广州市人力资源服

务行政许可规程》

规定了行政许可的执法主体、业务范围、申请条件、办理时限、

办理方法等内容。

劳务派遣业务：《劳务派遣许可证》

序号 涉及监管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

1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实施办法》

1、为了规范劳务派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制定本办法；本办法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

应当按照本办法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新的劳务

派遣业务；本办法施行后未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不得经

营新的劳务派遣业务。

2、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所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下称许可机关）依法申请行政许可。未

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为 3年。

3、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子公司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应当由子公

司向所在地许可机关申请行政许可；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分公司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应当书面报告许可机关，并由分公司向

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4、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许可机关提交上一

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劳务派遣单位设立的子公司或者

分公司，应当向办理许可或者备案手续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提交上一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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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经营性互联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序号 涉及监管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

1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

行规定》

对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做出批准

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

向社会公告；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

经营的，应当于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申请续办。

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

序号 涉及监管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信条例》

经营基础电信业务，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业务覆

盖范围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息产

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须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取得《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运用新技术试办《电信业务分类目录》未列

出的新型电信业务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

构备案。

2．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业务分工不同，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取得的有效业务许可

资质有《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劳务派遣许可证》；子公司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有效业务许可

资质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劳务派遣许可证》。上述许可资质尚未由有限

公司变更至股份公司名下，目前正在办理变更中。

根据《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设

立的分公司中有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需书面报告许可机关，并由分公司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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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目前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设六家分

公司，除了湛江分公司外的五家分公司均经营了劳务派遣业务，且均有所在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备案，且定期年检。不存在无法取得备案证明的重大

风险。

公司开展业务的经营资质和许可情况如下：

（1）公司业务资质

序号 名称 证书编号 公司名称 颁证单位 有效期

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GB/T19001-2008

/ISO 9001:2008)

21416Q0102R0S

广东卓才人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深圳国衡认

证有限公司

2017.2.8-2

018.9.15

2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GB/T24001-2004

/ISO

14001:2004)

21416E0045R0S

广东卓才人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深圳国衡认

证有限公司

2017.2.8-2

018.9.15

3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GB/T28001-2011

/OHSAS

18001:2007)

21416S0030R0S

广东卓才人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深圳国衡认

证有限公司

2017.2.8-2

020.2.7

4
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

440115170002

广东卓能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南沙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2017.7.24-

2020.7.23

440101106051

广东卓才人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广州市南沙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2017.7.13-

2020.7.12

5 劳务派遣许可证

440115170029

卓才互能（广

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2017.11.3-

2020.11.2

440115170007

广东卓才人

力资源有限

公司

广州市南沙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2017.4.28-

2020.4.27

6
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
粤 B2-20150098

广东卓能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省通信

管理局

2015.2.11-

2020.2.11

7 网络文化经营许 粤网文[2017] 广东卓能信 广东省通信 201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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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 5135-1151 息科技有限

公司

管理局 020.7.5

（2）子公司广东卓才下属分公司劳务派遣业务备案资质：

序号 分公司 广东卓才下属分公司劳务派遣备案情况说明

1 惠州分公司
2017年 10月 16日收到惠州市惠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通过劳务派遣备案年检证明。

2 河源分公司

2017年 9月 5日收到河源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的劳务派遣单位分公司经营派遣备案回执，备案有效期

为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

3 清远分公司

2017 年 9 月 25 日收到清远市清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劳务派遣单位分支机构备案证明（编号：城区人

社派备 [2017] 0003 号）。备案有效期为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4 韶关分公司

2017 年 9 月 12 日收到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劳务派遣单位分支机构备案证明（编号：韶人社派

[2017] 27 号）。备案有效期为 2017 年 9 月 12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5 深圳分公司

2017年 6月 5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的劳务派遣单位分支机构备案证明（编号：深福人力

派许备字[2017] 第 0002 号）。备案有效期为 2017 年 6

月 5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6 湛江分公司 成立至目前均未承接过劳务派遣服务。

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3．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见 2.中所述，公司开展的业务需经审批的均已取得了主管部门审批。

4．业务开展及人员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者特许经营权等；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2017 年 10 月 26 日正式下发的《人力资

源服务设立许可申请服务指南》中对人力资源服务设立许可的人员资质要求为

“有不少于 5 名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从业人员”，目前公司业务开展中公司人员

资质情况如下：

母公司卓才股份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位

1 黄美华 大专 网销中心在线客服

2 陈翠玲 本科 业务中心社保专员

3 李慧敏 大专 社保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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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柳金玉 本科 网销中心社保顾问

5 林浩明 大专 社保顾问

子公司广东卓才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位

1 彭巧 大专 业务支持中心社保专员

2 谢如红 本科 业务支持中心社保专员

3 王东婷 本科 业务处理中心客服专员

4 张丹 本科 业务支持中心社保专员

5 吴春琼 本科 业务处理中心客服专员

故公司人员具备业务开展所需的资质、许可，结合上述 2、3，公司业务开

展及人员已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且不涉及特许经营权。

5．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是否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公司

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核查公司经营活动中签署的重大合同以及《审计报告》，确认公司无超越资

质、经营范围之收入；公司主管部门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地方

税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信管理局已出具证明，

证明公司从 2015 年至今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

公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6．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经本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现有的资质、许可文件均在有限期内，并且定

期接受相关资质主管部门的审查，按时办理复审、换证或年检、更新手续，必备

的经营资质、许可文件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现有资质许可都是通过合法程序申请所得，且公司正常经营，未出现丧

失上述资质许可所需条件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公司

业务开展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公司已取得开展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无

特许经营权；公司及其子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合法合规，不存在超越资质、经

营范围的情形，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得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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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违法行为；公司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九、（《反馈意见》问题 12.）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

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

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

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询问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查阅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明细账。

查阅了《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查阅了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制度规范。

（二）核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但截止至报告期末，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已清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年度
占款次

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期末余额

梁胜

2015年度 25 3,049,617.90 2,361,070.22 1,976,797.68
2016年度 38 8,670,442.45 7,677,873.79 2,969,366.34

2017年 1-6月 38 8,446,414.56 11,415,780.90 0.00

张燕

2015年度 1 300,000.00 244,000.00 56,000.00
2016年度 11 3,717,062.28 2,966,222.28 806,840.00

2017年 1-6月 14 5,442,000.00 6,248,840.00 0.00

广州卓才集

团有限公司

2015年度 15 2,949,177.50 4,829,316.00 1,695,019.48
2016年度 48 8,225,470.98 6,201,773.38 3,718,717.08

2017年 1-6月 64 17,716,880.54 21,435,597.62 0.00

（2）报告期末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不规范之处，未就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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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资金占用制定专门的制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借款时，

仅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手续，未签订相关资金借款协议对借款期限等作出事先约

定，未约定收取相关借款的资金占用费。

股份公司成立后，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公司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对

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制度进行了详

细的规定，以保证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关联交易决策对其他股东利益的公允

性。股份公司成立以后，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范执行，未有发生过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反相关承诺、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持股5.00%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规范及减少

关联交易的承诺函》，自该承诺函出具日，已不存在且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

问题的解答(一)》的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

司款项未在申报前归还”属于财务不规范，不符合挂牌条件。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于申报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对资金占用事

项进行了规范，收回了全部被占用资金，且审查期间未发生资金占用情况。公司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款项未在申报前归

还”的情形。因此，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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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的挂牌条件。

十、（《反馈意见》问题 1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

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

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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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

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检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中国证

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广州市环

境 保 护 局 （ http://www.gzepb.gov.cn/ ）”、“ 广 州 市 国 家 税 务

（ http://www.gd-n-tax.gov.cn/pub/gzsgsww/ ）”、“ 广 州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 http://gz.gdltax.gov.cn/ ）”、“ 广 州 市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 http://www.gzq.gov.cn/ ）”、“ 广 州 市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http://www.gzfda.gov.cn/）”等网站；查阅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获取

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

信用报告》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二）核查情况

本所律师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等

网站进行网络核查，对梁胜、林凯翔、孙秋伟、黄早霞、张文华、陈敏霞、陈翠

玲、詹焕坤等人进行访谈，以及查阅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查阅《个人信用

报告》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未发现公司及其子公司广东卓才人力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青创人才公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上述人员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本所律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访

谈，相关政府部门针对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具的证明（包括市场监管管理、地税、

国税、社保、通信管理等部门），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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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环境保护局、国家税务局等网站，前述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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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核查结论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本所律师已要求

进行核查和推荐；前述主体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

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

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十一、（《反馈意见》问题 14.）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2）请主办券

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

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了公司的《营业执照》、现行有效的章程、《发起人协议》、股份公司历

次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文件；查阅了《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业务规则。

（二）核查情况

公司的公司章程制定情况及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适用的对照情况如下：

序

号

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

公司章程的条款

约定
公司章程该条款的内容

是否符

合规定

1

《公司法》第

81条

第三条、第四条 公司名称、住所 是

2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 是

3 第二条 公司设立方式 是

4
第十七条、第十

六条、第五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000万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元；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

是

5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及其持股股数、持股比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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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

公司章程的条款

约定
公司章程该条款的内容

是否符

合规定

出资时间、出资方式。

6

第一百一十一

条、第一百一十

二条、第一百一

十五条

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职权及

议事规则
是

7 第七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是

8

第一百五十条、

第一百五十一

条、第一百五十

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组成、监事会职权、

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是

9
第一百六十四条

至第一百六十七

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分配办法等。 是

10
第一百八十五条

至第一百九十四

条

公司解散事由、清算办法。 是

11
第一百七十四条

至第一百七十七

条

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是

12

《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第

十八条

第八十五条、第

一百二十三条

股东大会表决权回避、董事会表决权回

避。
是

13

《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第

十九条

第九条、第三十

条、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纠纷解决机制。
是

14
《指引第 3
号》第二条

第九条 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是

15
《指引第 3
号》第三条

第二十条
公司股票为记名股票，公司股票、股东

名册的登记和管理。
是

16
《指引第 3
号》第四条

第三十三条
股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

决权。
是

17
《指引第 3
号》第五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第

四十二条、第四

十三条、第四十

四条、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

公司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

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具体

安排。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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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

公司章程的条款

约定
公司章程该条款的内容

是否符

合规定

18
《指引第 3
号》第六条

第四十条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

务，如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承担赔偿责任。

是

19
《指引第 3
号》第七条

第四十八条、第

四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特别

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范围，重大担保事

项的范围。

是

20
《指引第 3
号》第八条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须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

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和平等权利，以

及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

况，进行讨论、评估。

是

21
《指引第 3
号》第九条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是

22
《指引第 3
号》第十条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

事宜。
是

23
《指引第 3
号》第十一条

第一百六十四条

至第一百六十七

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 是

24
《指引第 3
号》第十二条

第一百五十六条

至第一百六十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是

25
《指引第 3
号》第十三条

第二十七条

公司股东以非公开方式协议转让股份，

不得采取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

份。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后，应当及时告

知公司，同时依法在登记存管机构办理

登记过户手续。

是

26
《指引第 3
号》第十四条

第九条、第三十

条、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纠纷解决机制。
是

27
《指引第 3
号》第十五条

第八十五条、第

八十八条、第八

十九条、第一百

二十三条

选举董事、监事，如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关联股东、董事回避事项。
是

经核查，公司设立时依法办理了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载明了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企业名称；各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明确约定了

股东的姓名及名称、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卓才股份依法设立

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公司制定并颁布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投资者管理管理办法》、《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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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内控制度，并加盖

公司公章、有效实施，对公司的股东及内部人员产生约束力；公司自设立至今所

召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所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

《监事会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股东、董事或监事表决并签字，与公司的《公司

章程》及内控制度规定相符。

（三）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具

备实际可操作性。

十二、（《反馈意见》问题 15.）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曾）

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若已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摘牌的，请公司提交摘牌

证明文件，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摘牌程序是否符合相关区域股权交易中心

的要求；尚未摘牌的，请暂停转让。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在区域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期间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根据《国务院关于清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公司股

权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

种的时间间隔是否少于 5 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是否超过 200 人。（2）公

司股票是否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情形，公司股权是否清晰。（3）公司

本次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出挂牌申请，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约束的情形。（4）公司是否符合“股

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

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检索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网站，查阅公司及子公司成立以来的工商档案、全体

股东关于股权的确认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关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

（国发[2011]38 号）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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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情况

1．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

发【2011】38 号），公司股权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投资者买入后卖出

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是否少于 5 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

是否超过 200 人。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了 广 州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以及公司和子公司成立以

来的工商档案。

经核查：

（1）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股权代码：

891306，股权简称：卓能信息），于 2017 年 7 月 3 日终止挂牌。公司在广州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期间，未通过广州股权交易中心进行过股权转让，不存在买入后

卖出或者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少于 5 个交易日的情形。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在挂牌期间，股东数量最多时为 3人，不存

在股份人数累计超过 200 人情形。

（2）子公司广东卓才股票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股权代码：292119，股权简称：卓才人力），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终止挂牌。

公司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期间，未通过广州股权交易中心进行过股权转让，

不存在买入后卖出或者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少于 5 个交易日的

情形。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在挂牌期间，股东数量最多时为 3 人，不

存在股份人数累计超过 200 人情形。

2．公司股票是否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情形，公司股权是否清晰。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了 广 州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以及公司和广东卓才成立

以来的工商档案，公司及广东卓才股东所持的股票均系其合法所有，公司及广东

卓才股权清晰，不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股份的情形。公司股份演变及历

史沿革详见《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之“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广

东卓才股份演变及历史沿革详见《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正文”之“十、公司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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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财产”之“（七）对外股权投资”之“2.广东卓才”。

根据公司及广东卓才全体股东关于股权的确认函，公司及广东卓才全体股东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股东实名持有，不存在信托、委托代持或其他类似的安排，

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设置第三方权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出挂牌申请，是否属于《国务院关

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约束的情形。

本所律师查阅了《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

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

发[2011]38 号）等相关文件；查询了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批准设立的信息、广州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建

立不同层次市场间的有机联系。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

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在符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

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要求的区域性股权转

让市场进行股权非公开转让的公司，符合挂牌条件的，可以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股份。

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系服务于广东全省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经广东省人民

政府批准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符合法律规定。广州股权交易中心不从

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也没有进行证券期货交易

活动，不属于《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

发[2011]38 号）要求的需要予以清理整顿的交易场所。

公司及广东卓才在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申请挂牌、停牌的过程中，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了合法合规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核准程序；公司及广东卓才在广州股权

交易中心挂牌期间，不存在国发[2011]38 号文规定的“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

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

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

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

http://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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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 200 人”等违法违规情形。

4．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及广东卓才的工商档案、历次修订的公司章程等资料文

件，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进行了一次股权转让行为，广东卓才自成立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签署之日止，共进行了七次股权转让、两次增资。经核查，公司及广东

卓才的历次股权转让行为均依法召开了股东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

商登记手续；广东卓才的历次增资行为均召开了股东会、进行了验资、办理了工

商登记手续。根据公司及广东卓才全体股东关于股权的承诺函，公司全体股东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股东实名持有，不存在信托、委托代持或其他类似的安排，

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设置第三方权益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广东卓才股权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转

让，不存在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少于 5个交

易日的情形，权益持有人累计不超过 200 人；公司及广东卓才股票不存在公开发

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情形，股权清晰；公司本次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出挂

牌申请，不属于《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

条约束的情形；公司及广东卓才的股权转让行为依法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完

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十三、（《反馈意见》问题 23.）报告期资产负债率较高，2016 年资产负债

率大于 1。（4）请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债务纠纷，并对公司是否存在

潜在债务纠纷发表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公司借款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

诺函；检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网站。

（二）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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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公司借款协议，除公司子公司广东卓才在 2017

年 4 月及 2017 年 7 月分别向中国银行借款 250 万元和 350 万元外，公司未与金

融机构发生过借贷关系。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中国裁判文书网” 等网站，上述网站均未显示公司在报告期内作为被执行人

或诉讼当事人的记录。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信

用查询结果显示公司不存在失信信息。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函，公司报告期内签署的正在履行、将要履行或已

履行完毕的主要合同均得到了正常履行，不存在债务纠纷或潜在债务纠纷； 公

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债务纠纷引致的诉讼、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因潜在债务纠纷

引致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梁胜出具书面承诺：“公司报告期内不存

在债务纠纷或潜在债务纠纷；若公司因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未

充分披露事项产生的债务纠纷或潜在债务纠纷使公司遭受任何损失或受到任何

处罚的，其本人自愿承担因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三）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债务纠纷或潜在债务纠纷。

十四、（《反馈意见》问题 25.）报告期公司收购卓才人力 97%的股权、广州

青创 100%的股权，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被收

购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上述收购是否

存在利益输送，并对收购的合理性、公允性、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合

规发表意见。

回复意见

（一）核查方式

查阅了广东卓才股东会决议、青创酒店股东会决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gdgs.gov.cn/）和广州市商事主

体信息公示平台（市场监管信息平台）（http://cri.gz.gov.cn/）的公示信息，

查阅广东卓才和青创酒店的工商登记信息；查阅了公司的《审计报告》和《公开

转让说明书》。

（二）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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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广州市南沙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7月27日出具的《处

罚记录查询答复》，经查询该局执法系统，没有发现被收购方青创酒店、广东卓

才在存续期间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而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记录。

2．根据《信用报告》，被收购方青创酒店、广东卓才不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

纠纷。

3．收购广东卓才和青创酒店的合理性

（1）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广东卓才和青创酒店的原因如下：

公司目前主要通过线上平台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而广东卓才的主营业务

为传统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务。考虑到线上、线下业务的整体性，为了公司的全面

发展，公司决定收购其股权将其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收购时广东卓才计划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为保证股东人数符合《公司法》规定，公司决定收购其

97%的股权。

青创酒店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与南沙区政府合作，为港澳学生来内地实习提供

就业实习基地，青创酒店作为港澳学生实习指定的实习宿舍，而广东卓才负责为

实习学生推荐实习机会及就业机会。青创酒店作为与政府合作项目中重要的一环，

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了保障服务，故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范围，以保障整个业

务纳入公司业务核算体系。

综上，收购广东卓才和青创酒店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2）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广东卓才和青创酒店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如下：

2017 年 5 月 31 日，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收购广东卓才 97.00%

股权以及青创酒店全部股权。

2017 年 6 月 12 日，广东卓才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卓才集团将其持有

的广东卓才 510.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1.00%）转让给广州卓能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同意股东梁胜将其持有的广东卓才 313.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31.30%）转让给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广东卓才 30.00 万元出

资（占注册资本的 3.00%）转让张文华；同意股东张燕将其持有的广东卓才 147.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4.70%）转让给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同日，

股权转让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7 年 6 月 12 日，青创酒店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卓才集团将其持有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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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酒店 510.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1.00%，其中实缴出资 138.50 万元，

系卓才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间分五笔汇入青创酒店公

司账户）转让给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梁胜将其持有的青创酒店

343.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34.30%，未实缴）转让给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同意张燕将其持有的青创酒店 147.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4.70%，

未实缴）转让给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同日，转让各方签署了《股东转让

出资合同书》。

上述股权收购已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综上，上述收购经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完成

了工商变更手续，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合法合规。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如下：

本次收购前，广东卓才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实收资本 1000 万元（根据 2016

年 5 月 11 日，广州鸿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鸿正验字（2016）YD007

号《2016 年度验资报告》）。根据广东卓才 2017 年 6 月 12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及交易主体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本次股权收购的标的广东卓才

97%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970 万元；青创酒店认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实收资本

138.50 万元（根据公司提供的《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卓才集团分

别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2016 年 11 月 18 日、2017 年 4 月 10 日、2017 年 5 月

25 日、2017 年 5 月 31 日向青创酒店支付投资款共计 138.50 万元）。根据青创酒

店 2017 年 6 月 12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交易主体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

同书》，本次股权收购的标的青创酒店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38.50 万元。

上述股权收购系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收购，为简化收购程序，未就本次股权转

让所涉及的广东卓才及青创酒店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股权转让的定价参照收

购时广东卓才及青创酒店的实缴注册资本并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不

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三）核查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被收购方报告期合法规范经营，不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

公司为了业务的整体发展，收购广东卓才、青创酒店具有合理性。上述股权收购

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和工商变更程序，收购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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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其他需要补充以及更新披露的内容

一、补充内容：

就资金占用有关情况，将《法律意见书》之“九、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之“(二) 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 补充披露,披露内容如下：

“5、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但截止报告期末，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已清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年度
占款次

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期末余额

梁胜

2015年度 25 3,049,617.90 2,361,070.22 1,976,797.68
2016年度 38 8,670,442.45 7,677,873.79 2,969,366.34

2017年 1-6月 38 8,446,414.56 11,415,780.90 0.00

张燕

2015年度 1 300,000.00 244,000.00 56,000.00
2016年度 11 3,717,062.28 2,966,222.28 806,840.00

2017年 1-6月 14 5,442,000.00 6,248,840.00 0.00

广州卓才集

团有限公司

2015年度 15 2,949,177.50 4,829,316.00 1,695,019.48
2016年度 48 8,225,470.98 6,201,773.38 3,718,717.08

2017年 1-6月 64 17,716,880.54 21,435,597.62 0.00

（2）报告期末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更新内容：

（一）将《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释义中“

简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广东卓才 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更新为“

简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广东卓才 根据上下文义所需，指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或广东卓才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二）将《法律意见书》之“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七）对外股权投资 2. 广

东卓才（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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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02 月 05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场所 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 95 号 504 房（临时经营场所）

经营范围

职业中介服务;大学生就业推荐;人才推荐;人才培训;

流动人才人事档案及相关的人事行政关系管理;人才招

聘;劳务派遣服务;劳动保障事务咨询服务;劳动保障事

务代理服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咨询;对外劳务合作;

人事代理;人才租赁;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

信息;政府采购咨询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保安

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装卸搬运;业务流程外

包;包装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

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市场调研服务;单位后

勤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工程总承包

服务;仓储代理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设计、施工、维修;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建

筑劳务分包;人力资源外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577116939X6

法定代表人 梁胜

经营期限 自 2005 年 02 月 05 日至长期

核准日期 2017 年 06 月 15 日

登记机关 广州市南沙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更新为“（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卓才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02 月 05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场所 广州市南沙区金岭北路 95 号 504 房（临时经营场所）

经营范围

职业中介服务;大学生就业推荐;人才推荐;人才培训;

流动人才人事档案及相关的人事行政关系管理;人才招

聘;劳务派遣服务;劳动保障事务咨询服务;劳动保障事

务代理服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咨询;对外劳务合作;

人事代理;人才租赁;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

信息;政府采购咨询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保安



补充法律意见书

37

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装卸搬运;业务流程外

包;包装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

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市场调研服务;单位后

勤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工程总承包

服务;仓储代理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设计、施工、维修;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建

筑劳务分包;人力资源外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577116939X6

法定代表人 梁胜

经营期限 自 2005 年 02 月 05 日至长期

核准日期 2017 年 10 月 26 日

登记机关 广州市南沙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

（三）2017 年 11 月 20 日，广州南沙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广东卓才由

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等事项出具了编号为穗工商（南）内变字【2017】第

10201711150101 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据此在《法律意见书》之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七）对外股权投资 2. 广东卓才（3）广东卓才的历次

股权变动”后增加：

“（4）广东卓才由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

根据公司陈述并经查验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其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的“三会”文件，广东卓才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以下程序：

1、 2017 年 10 月 30 日，广东卓才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广东卓才由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由“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变更为

“广东卓才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作为公司财务审

计和资产评估的基准日，以不高于基准日的公司净资产折股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的全部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和其

它一切权益、权利和义务均由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2、2017 年 10 月 30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

兴财光华审专字（2017）103041 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广东卓才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1,460,300.96 元。

3、2017 年 9 月 16 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国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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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评报字[2017]第 020197-1 号”《广州卓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涉及的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净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确

认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广东卓才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516.03 万元。

4、2017 年 10 月 30 日，广东卓才召开职工大会并作出决议，选举袁志娟为

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5、2017 年 10 月 31 日，广东卓才召开创立大会暨股份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同意由广东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其拥有的截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认购股份公司的股份，审议通过了新的公

司章程，选举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同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梁胜为公司董事长；召开第一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陈敏霞为监事会主席。”

（四）将《法律意见书》之“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七）对外股权投资 2. 广

东卓才（4）广东卓才的分公司”更新为“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七）对外股权

投资 2. 广东卓才（5）广东卓才的分公司”。

（五）根据广东卓才惠州分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取得的《劳务派遣单

位分支机构备案证明》，将《法律意见书》之“八、公司的业务(一) 公司的经营

范围、主营业务及业务资质 3. 经营资质和许可”中的“

序号 名称
资质证书名

称

证书编

号
颁证日期

备案有效

期

颁证机关/单

位

11

广东卓

才惠州

分公司

《劳务派遣

单位分支机

构备案证明》

4413021

40025

2017年 10

月 16 日

备案期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惠州市惠城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更新为“

序号 名称
资质证书名

称

证书编

号
颁证日期

备案有效

期

颁证机关/单

位

11

广东卓

才惠州

分公司

《劳务派遣

单位分支机

构备案证明》

4413021

40025

2017年 11

月 15 日

备案期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惠州市惠城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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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已披露信息外，公司不存在涉及

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经本所负责人卢跃峰主任，项目经办律师张飞鹏律师、刘海玉律师签字并加盖

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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