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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韵盛发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披露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已就公司本次挂牌事宜出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

务所关于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韵盛发科技（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二）》”），本所特对《反馈意见（二）》中需律师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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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及《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

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截至出具日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出具，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规定的理解和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并依法对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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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问题 1、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

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

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

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本所律师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细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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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公司的关联方是否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进行了核查。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的档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等资料，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访谈等方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针对申报审查期间，通过核查公司的往来余额表、明细账等资料以及对公司

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

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形。报告期初至今，未发现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形。 

（2）此外，经核查公司章程及公司的《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

度》，公司在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占用公司的资金和

资源方面已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公司治理制

度。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报告期初至今，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形，且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方面制

定了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的挂牌条件。 

问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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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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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

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

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答复：本所律师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对

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股转系统公告〔2016〕94 号）针对

中介机构核查的要求，查阅了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Abloomy Technologies，Inc.

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调查表、个人简历、

征信报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资料，并查询了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网站，对

前述主体的失信情况及其他违法违规犯罪情况进行了核查。 

（1）本所律师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规

定，分别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时间

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2018 年 1月 15 日）、信用中国（http://w

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2018

年 1月 15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http://zhixing.court.gov.

cn/search/，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2月 4日、12月 14日、2018年 1 月 15日）、

中国执行信息网（http://shixin.court.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2018 年 1 月 15 日）、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

//shixin. csrc.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2018 年

1 月 15 日）、绿盾全国企业征信系统（http://11315.com/，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月 4日、12月 14日、2018年 1月 15日）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

的情形进行检索，经核查未发现上述主体存在任何执行失信或其他失信情况。 

（2）本所律师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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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分别在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http://www.aqsiq.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日、12月 14日、2018年 1月 15日）、环境保护部（http://www.mep.gov.

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月 4日、12月 14 日、2018年 1月 15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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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http://www.bjepb.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2018年 1月 15 日）、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http://www.bjtsb.gov.cn/，

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月 4 日、12 月 14 日、2018 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http://www.bjrbj.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月 14日、2018 年 1月 15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http://www.bjsat.

gov.cn/bjsat/，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2018 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http://www.tax861.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

2月 4日、12月 14 日、2018年 1月 15日）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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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进行检索，经核

查未发现上述主体存在任何因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列入各级

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关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卫忠，本所律师经核查杨卫忠的个人情况调查表、

个人简历、护照等资料对杨卫忠为美籍自然人的事实进行核查确认。本所律师经

核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出具并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认证的杨卫忠无犯

罪记录证明及征信报告，以及由北京双雄对外服务公司出具且由北京市方圆公证

处公证的杨卫忠在中国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可知，截至前述无违法犯罪记录证

明及征信报告出具之日，杨卫忠在美国及中国期间不存在违法违规等情况。 

关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美国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Abloomy Technologies，

Inc.），本所律师经核查由美国律师事务所（Law Office of Daniel Dezhan L

i）出具的关于美国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Abloomy Technologies，Inc.）的法

律意见书可知，截至前述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美国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在美国

不存在违法违规或失信情况。  

本所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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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公司及相关主

体的失信及违法违规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Abloomy Technologies，Inc.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报告期初至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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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其他

领域监管部门“黑名单”，或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刑事处罚或

适用违法违规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 

问题 3、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各员工持股平台人数及公司穿透核查后股东

人数。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就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

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工商档案、公司关于持股平

台事项的股东会决议等资料，并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员工访谈后确认，公司

股东中的三个有限合伙企业，即佳韵盛盈、韵泽盛兴、佳韵盛信为公司的员工持

股平台。公司三个员工持股平台的人数共计 41人，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佳韵盛盈为公司的持股平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并不进行私募投资基金

的管理和对外投资，其合伙人共计 14名，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毛宗鑫 有限合伙人 1.00 0.95 

2 韩英芳 有限合伙人 1.00 0.95 

3 何启康 有限合伙人 7.00 6.67 

4 彭文 有限合伙人 1.00 0.95 

5 赵晖 有限合伙人 0.75 0.71 

6 曹岳 有限合伙人 2.90 2.76 

7 沈文仕 有限合伙人 2.13 2.03 

8 陈金访 有限合伙人 2.75 2.62 

9 陈艳 有限合伙人 2.00 1.90 

10 李友强 有限合伙人 4.50 4.29 

11 王建平 有限合伙人 5.50 5.24 

12 路杨鹏 执行事务合伙人 0.10 0.10 

13 王凯 有限合伙人 73.57 70.07 

14 刘丹 有限合伙人 0.80 0.76 

合计 - - 105.00 100.00 

佳韵盛信为公司的持股平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并不进行私募投资基金

的管理和对外投资，其合伙人共计 16名，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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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 杨勇 有限合伙人 1.00 1.25 

2 万翔 有限合伙人 12.00 15.05 

3 刘奇 有限合伙人 0.10 0.13 

4 陈晓庆 有限合伙人 0.10 0.13 

5 王旭宇 有限合伙人 1.00 1.25 

6 路杨鹏 有限合伙人 49.90 62.56 

7 周静 有限合伙人 2.00 2.51 

8 孙维 有限合伙人 0.50 0.63 

9 申成友 有限合伙人 0.25 0.31 

10 王添威 有限合伙人 0.75 0.94 

11 张迪 有限合伙人 2.75 3.45 

12 张扬 有限合伙人 0.10 0.13 

13 杨秋菊 有限合伙人 0.10 0.13 

14 欧中云 执行事务合伙人 0.10 0.13 

15 吴艳芳 有限合伙人 0.11 0.14 

16 徐震南 有限合伙人 9.00 11.28 

合计 - - 79.76 100.00 

韵泽盛兴为公司的持股平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并不进行私募投资基金

的管理和对外投资，其合伙人共计 14名，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欧中云 有限合伙人 49.90 60.89 

2 马春晨 有限合伙人 18.00 21.96 

3 赵艳芬 有限合伙人 7.50 9.15 

4 周丽娜 有限合伙人 2.50 3.05 

5 王秋霞 有限合伙人 1.00 1.22 

6 朱颖超 有限合伙人 0.75 0.92 

7 刘静 有限合伙人 0.75 0.92 

8 武书佩 有限合伙人 0.50 0.61 

9 黄丽萍 有限合伙人 0.50 0.61 

10 王俊峰 有限合伙人 0.15 0.19 

11 王凯 执行事务合伙人 0.10 0.12 

12 陈艳微 有限合伙人 0.10 0.12 

13 侯静 有限合伙人 0.10 0.12 

14 刘亭 有限合伙人 0.10 0.12 

合计 - - 81.9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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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现有股东、核查股东声明、相关增资及股权转让

的协议、转账凭证、验资报告等文件，各股东均以自有资金取得公司股权，且根

据自身意思表示行使股东权利，公司股权不存在代持、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现有股东 19 名，其中：陈方、路杨鹏、李新乔、梁振文、水向东、苏

阳、吴荣、徐子涵、赵锦明为自然人，其余 10 个股东分别为新疆虎童、佳韵盛

盈、韵泽盛兴、佳韵盛信、盈富泰克、诚兴和、华睿互联、厚持、融智德、北京

虎童，其中佳韵盛盈、韵泽盛兴、佳韵盛信为公司的持股平台，佳韵盛盈共有合

伙人 14 人（其中包括公司现有股东路杨鹏，及韵泽盛兴的合伙人王凯），韵泽

盛兴共有合伙人 14 人（其中包括佳韵盛信的合伙人欧中云），佳韵盛信共有合

伙人 16 人（其中包括公司现有股东、佳韵盛盈的合伙人路杨鹏），公司员工持

股平台共计 41 人；新疆虎童、盈富泰克、华睿互联、厚持创业、北京虎童共 5

名机构投资者已备案为私募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人，诚兴和与融智德为公司制的

法人实体（具体参见《法律意见书》“六 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问题 10 的答复”之内容说明。》）。因此，公司

经穿透核查后，实际股东合计为 56 名，未超过 200 人。据此，本所律师确认，

公司实际股东未超过 200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公司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均签署有书面协议，并履行

了股东会决议、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当时法定的必要程序，公司股权转让合法

合规。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

t.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3 日、12 月 4 日、12 月 14日、2018 年 1

月 15 日)、北京审判信息网(http://www.bjcourt.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0月 13 日、12月 4 日、12月 14日、2018年 1月 15日)等网站查询，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未发现公司及有限公司历次股权变动当事人存在股权纠纷

争讼情形。 

综上，公司现有股东 19 名，不存在代持、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穿透

核查后实际股东共计 56 人，未超 200 人，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

确定、合法合规，公司股权转让合法合规，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

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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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提供的云服务平台中的运营服务功能主

要包含广告、内容、社交、行业及数据运营服务等内容。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

充核查公司提供上述服务是否需要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或其他相关资质。 

答复：本所律师根据《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电信业务分类目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软件产品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主要的业务合同、相关业务资质进行了核查，并

就公司云平台服务的详细情况对公司业务人员与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 

据公司相关人员介绍，公司目前并未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

者网页制作等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公司提供的云服务平台属于工具类 S

aaS形式，提供的各类主要服务功能相当于单独向客户提供的工具软件，客户获

得的业务功能及达到的商业目的，需要客户自己配置和操作，公司不参与客户的

任何业务和商业流程。公司云服务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仅作为客户购买与云服务

相关的硬件（如虚拟共享管理器、数据服务器和控制接入管理器等硬件产品）和

软件产品（如无线管理系统）时所获得的一种软件功能，只有购买了相关软硬件

产品的客户才有可能享有这种服务，对于未购买软硬件产品的，不存在提供云服

务的情况，不属于面对公众的互联网服务。公司提供的前述云平台服务并不属于

一个单独的互联网服务，该等服务是以购买公司硬件设备、软件为前提，附属于

公司所销售的设备和软件，可接触到公司云平台服务的仅限于购买公司设备和软

件的客户。而增值电信业务是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面向公众的电

信与信息服务，因此公司目前提供的云平台服务并不涉及增值电信服务。 

此外，目前尚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公司提供的此种云平台服务需要

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资质。且公司目前从事的业务均已依法取得相关资质许可，具

体参见《法律意见书》“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问题 7的答复”之内容说明。 

因此，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根据《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司

目前提供的云服务平台中的服务不涉及增值电信服务，无需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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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公司目前经营的业务已依法取得相关资质许可，尚不存在经营的业务缺少法

定资质的情况。 

二、其他问题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

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全面披露了公司的法律事项，并已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不存

在未披露的涉及挂牌条件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法律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符合挂牌条件，具体情况参见《法律意见书》第三部

分“本次股票挂牌的实质条件”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内容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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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签字页）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