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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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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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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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本所特对《反馈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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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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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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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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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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联方。（1）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报告期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定价原则及公允性、未来是否持续、对关联方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公司的独立

性及解决措施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亲属持有权益的公司能否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情况，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制

的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及解决措施的有效性。（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

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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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

情形，核查占用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时间、发生额、履行的决

策程序、资金占用费或利息支付情况，是否违反承诺以及规范情况。请公司补

充披露上述相关内容。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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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

行）》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公司的关联方、关联交易、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

同业竞争等情况进行了核查。 

（1）关联方与关联交易问题。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核查了公司档案与其他材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对公

司实际控制人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以及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

站，确认可识别出的关联方与公司披露的关联方相一致。如《法律意见书》所述，

公司的关联方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

（%） 

1 陈方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 
42.01 

2 新疆虎童 股东 8.40 

3 盈富泰克 股东 5.48 

4 
INFOTECH VENTURES(U

S)INC. 

公司股东盈富泰克投资

的其他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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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fotech Ventures Ca

yman Company Limited 

公司股东盈富泰克投资

的其他公司 
—— 

6 
北京盈富泰克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盈富泰克投资

的其他公司 
—— 

7 

盈富泰克（深圳）新兴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盈富泰克投资

的其他公司 
—— 

8 吴荣 股东 5.00 

9 
沐奇世家（北京）文化

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吴荣投资并任

董事的其他公司 
—— 

10 
金石财策（北京）顾问

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吴荣投资并任

董事的其他公司 
—— 

11 
湖州赛福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股东吴荣投资的其

他公司 
—— 

12 
万时财富（北京）顾问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股东吴荣配偶尚祖

安投资病人总经理的公

司 

—— 

13 杨卫忠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

经理 
—— 

14 王震国 董事 —— 

15 
上海意忻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投资并

任董事的其他公司 
—— 

16 
上海爱为乐帮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投资并

任董事的其他公司 
—— 

17 
北京道同网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投资并

任董事的其他公司 
—— 

18 
南京立德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投资并

任董事的其他公司 
—— 

19 
南京德为商信息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投资并

任监事的其他公司 
—— 

20 
杭州扳手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投资的

其他公司 
—— 

21 
虎童影视文化（上海）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董事

的其他公司 
—— 

22 
虎童瑞雪创业投资管理

（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董事

的其他公司 
—— 

23 
上海喜吧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董事

的其他公司 
—— 

24 
成都居家通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董事

的其他公司 
—— 

25 
深圳市欧瑞博电子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董事

的其他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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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董事

的其他公司 
—— 

27 
虎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天津）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副总

经理的其他公司 
—— 

28 武汉领普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监事

的其他公司 
—— 

29 
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王震国任监事

的其他公司 
—— 

30 路杨鹏 董事、股东 0.50 

31 
北京韵盛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公司董事路杨鹏、欧中云

任合伙人的合伙企业 
—— 

32 
天津佳韵盛盈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股东；公司董事路杨

鹏及监事王凯任合伙人

的合伙企业 

—— 

33 
天津佳韵盛信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股东；公司董事路杨

鹏、欧中云、监事万翔、

财务负责人王旭宇、董事

会秘书周静任合伙人的

合伙企业 

—— 

34 
天津韵泽盛兴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股东；公司董事欧中

云、监事王凯任合伙人的

合伙企业 

—— 

35 欧中云 董事、副总经理 —— 

36 葛亮 监事会主席 —— 

37 
深圳市鑫海泰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投资并任

监事的其他公司 
—— 

38 
深圳印象认知技术有限

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39 
西安欣创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40 
北京六合万通微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41 
唯思泰瑞（北京）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42 
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43 
立得空间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44 
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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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云南南天盈富泰克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46 

 

 

盈富泰克（深圳）新兴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董事的

其他公司 
—— 

47 
浙江凯盈新材料有限公

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监事的

其他公司 
—— 

48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公司监事葛亮任监事的

其他公司 
—— 

49 王凯 监事 —— 

50 万翔 监事 —— 

51 王旭宇 财务负责人 —— 

52 周静 董事会秘书 —— 

53 

美国韵盛发科技有限公

司（ABLOOMY TECHNOLOG

IES, INC.）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本所律师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核查公司的业务资料

及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访谈，未发现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问题。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方、杨卫忠的调查表与其他相关资料，对公司实际控制

人与控股股东访谈、查阅相关公司档案等方式核查公司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为杨卫忠与陈方，陈方同时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报告

期内，杨卫忠未投资其他公司，亦未在其他公司任职；陈方未投资其他公司，就

职于一家美国上市公司 AMBARELLA, INC.，工作岗位为工程师。本所律师经核查

纳斯达克网站（http://www.nasdaq.com/symbol/amba，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日、12月 14日）获取的该公司经营业务信息与陈方披露的一致，即 AMBARELLA, 

INC.的主要业务包括：半导体加工、高清视频设备组件、视频多功能芯片。而韵

盛发股份为一家无线宽带接入运营商，主要为运营商、企业级客户提供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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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平台和接入设备。陈方任职的公司与公司经营的业务不存在相同或相似的

情况。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不存在控制的其他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方任职的公司与韵盛发股份也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3）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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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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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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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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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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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

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对重点领域和严

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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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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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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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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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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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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http://www.mep.gov.cn/，查询时间为 2

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北京市环保局（http://www.bjepb.gov.cn，

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2 月 4日、12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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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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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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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税务局（http://www.t

ax861.gov.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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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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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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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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问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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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停牌。（4）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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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

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答复：本所律师经查阅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后确认公司系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9月 29日经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公司

名称由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并取

得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67506106

3J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根据上述公司的基本信息分别在北京四板市场（https://www.bjotc.

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广州股权交易中心（http:/

/www.china-gee.com/frontpage/index.jsp， 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月 14日）、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http://www.china-see.com/index.do，查询

时间为 2017年 12月 4日、12月 14日）及其他区域股权交易所对公司是否（曾）

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进行核查，并查阅了公司出具的关于不存在挂牌摘牌情

形的书面承诺声明后，确认如下信息：公司自成立至今，公司股权不存在在区域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情形。 

问题 4、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

下事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

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

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

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

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

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

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

独立董事制度（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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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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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本所律师经查阅公司的章程及其他管理制度，对公司章程予以全面核

查。 

（1）公司章程的完备性。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原章程中未对公司股票的

登记存管机构、股东名册的管理或保管进行规定。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召

开了董事会，通过了制定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向股东大会提交该公司《章程修

正案》的决议；2017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前述董事会制定的公司《章程修正案》。《章程修正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条原为：“公司的股份采取记名股票的形式”。 

现修改为：“公司的股份采取记名股票的形式。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

构。” 

二、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二十条原为：“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一）

非公开发行股份；（二）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三）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现修改为：“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

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一）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公开

发行股份；（二）非公开发行股份；（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四）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方式。” 

三、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原为：“公司建立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证

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

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公司通过各种方式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加强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以下统

称“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以实现公司、股

东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合法权益最大化。工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告（定期报告

及临时公告）；股东大会；分析说明会及投资者见面会、推介会、沟通会；接待

来访；现场参观；电话咨询；邮寄资料及互联网联系；路演等。工作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状况；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公司依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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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披露的经营、管理、财务及运营过程中的其它信息；企业文化和对公司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的非经济性事项；其他。 

公司另行制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予以具体落实。” 

现修改为：“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证依法建立股东名册，股东名

册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管理与保管。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

据。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

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 

四、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三十八条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

损害公司利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

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

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

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现修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损害公司利益，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

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

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

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转移公司的

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如公司发现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

形的，可依法要求返还占用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如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可一

并要求赔偿损失，如股东及其关联方未按上述要求及时返还占用资金、资产及其

他资源及赔偿损失的，公司可依法提起诉讼并于诉前申请司法冻结股东持有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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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股东若不能以现金清偿占用或者转移的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

公司可通过申请司法拍卖等形式将股东所持股份变现清偿。” 

五、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三十九条原为：“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确定、变更、取销公司信息披露方式； 

(十一)修改公司章程；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 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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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修改为：“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确定、变更、取销公司信息披露方式； 

(十一)修改公司章程； 

(十二)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三)审议批准第四十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四)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的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 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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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四十条原为：“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

意。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

或者受该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现修改为：“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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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

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

保议案时，该股东或者受该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

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七、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四十四条原为：“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时将根据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要求对相关决议等事项进行公告。” 

现修改为：“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时将根据监管机构信息

披露规则要求对相关决议等事项进行公告。” 

八、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十四条原为：“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议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及其它通讯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

及其它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等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

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

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个工作日并不得少于 1个工

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现修改为：“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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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议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六)会议召集人。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及其它通讯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

及其它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等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

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

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个工作日并不得少于 1个工

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九、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七十二条原为：“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

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

委托书、网络等方式的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为 10年。” 

现修改为：“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出席会议的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等方式的表决

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十、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〇六条原为：“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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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

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

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修正案或新章程草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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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修改为：“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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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

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

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修正案或新章程草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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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新增第一百一十条（原一百一十条及以后的条款序号相应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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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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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二十条（原一百一十九条）原为：“董事与董

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

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

关联董事人数不足四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修改为：“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

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

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

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十三、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二十三条（原一百二十二条）原为：“董事会

会议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

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

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会秘书保存，保存期限为十

年。” 

现修改为：“董事会会议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

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

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会秘

书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十年。” 

十四、公司章程第七章第一百五十二条（原第一百五十一条）原为：“监事

会应当将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

名。 

监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某种说明性记载。监事会会

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其保存期限为十年。” 

现修改为：“监事会应当将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

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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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某种说明性记载。监事会会

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其保存期限不少于十年。” 

十五、公司章程第八章的标题原为：“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 

现修改为：“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十六、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节的标题原为：“财务会计制度” 

现修改为：“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 

十七、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百六十一条（原一百六十条）原为：“公司聘用

会计师事务所由董事会决定。” 

现修改为：“公司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八、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百六十三条（原一百六十二条）原为：“会计师

事务所的审计费用由董事会决定。” 

现修改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决定。” 

十九、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百六十四条（原一百六十三条）原为：“公司解

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应提前通知会计师事务所，公司董事会就解聘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表决时，允许会计师事务所陈述意见。会计师事务所提出辞聘

的，应当向董事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形。” 

现修改为：“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应提前通知会计师事

务所，公司股东大会就解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表决时，允许会计师事务所陈述意

见。会计师事务所提出辞聘的，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有无不当情形。” 

二十、在公司章程第八章后新增第九章“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原

章程第九章“通知和公告”至第十二章“附则”部分顺延变更至第十章至第十三

章，其具体内容的条款序号相应顺延变更。 

新增第九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九章  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第一节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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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持续地披露信息。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其中定期报告包

括：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可以包括季报；临时报告包括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以及其他重大事项。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董事会秘

书是信息披露的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

定的董事代行信息披露职责。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公司应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信息。 

第二节 投资者关系管理 

第一百六十九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中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主要包

括：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和经营

方针等；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等。 

（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等； 

（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资及其变化、资产

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保、重大合同、关联交易、重大诉讼或仲裁、

管理层变动以及大股东变化等信息； 

（五）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建设； 

（六）投资者关注的与公司有关的信息。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方式主要包括：  

（一）公告，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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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大会； 

（三）公司网站； 

（四）一对一沟通； 

（五）现场参观； 

（六）电子邮件和电话咨询； 

（七）广告、宣传单或者其他宣传材料； 

（八）路演； 

（九）媒体采访和报道； 

（十）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相关规定的方式。  

公司应尽可能通过多种方式与投资者及时、深入和广泛地沟通，并应特别注

意使用互联网络提高沟通的效率，降低沟通的成本。公司可多渠道、多层次地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沟通方式应尽可能便捷、有效，便于投资者参与。 

公司章程经上述修改后，有关内容在公司章程条款中规定的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了“公司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股票的登

记存管机构”。 

关于公司股东名册的管理：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了“股东名册由董事会

秘书负责管理与保管”。 

关于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公司股东享有的

权利；第三十三条到三十五条规定了股东诉讼的相关权利及程序；第五十二条到

第五十八条等条款规定了股东的提案权、表决权等事项；第九章第二节规定了投

资者关系管理的相关问题。 

关于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

安排：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了“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得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七十八条对公司股东、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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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实际控制人关联交易、占用公司资金、转移公司资源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进行了限制。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不得利用其控制地

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关于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

大事项的范围：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规定了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的范围；第七十

六条规定了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的范围。 

关于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了需要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的事项范围。 

关于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章

程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董事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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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五条规

定了“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其中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半

年度报告，可以包括季报；临时报告包括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

监事会决议公告以及其他重大事项”。 

关于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了“公司信

息披露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董事会秘书是信息披露的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董事代行信息披露职责”。 

关于利润分配制度：公司章程第八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中

第一百五十五条、一百五十七条、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了利润分配方案、方式等利

润分配的相关问题。 

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公司章程第九章第二节“投资者关

系管理”规定了投资者关系工作的方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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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公司

章程第二百条规定了“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及章程规

定的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通过向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 

关于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关联董

事的回避制度，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关联股东的回避制度。 

关于累积投票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公司目前尚未实行累积投票制度，未设

立独立董事，公司章程因此未规定累积投票制度、独立董事制度。 

（2）公司章程的合法合规及可操作性。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的最新版章程，

公司章程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

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

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

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

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制、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等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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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问题 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依据

是否充分、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信息。 

答复: （1）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的工商档案、历次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

等资料，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访谈后确认陈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陈方直接持有股

份公司 1,512.3599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2.01%，其持股比例高于公司

所有其他股东,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虽然陈方的持股比例不足百分之五十，但其

持股比例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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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第 216 条的规定，及公司出具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说明》可确认陈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的工商档案、历次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

司主要人员调查表等资料，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访谈后确认陈方、杨卫忠为公司的

共同实际控制人。杨卫忠与陈方为夫妻关系，并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与法定代

表人，管理决定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公司出具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认定说明》，陈方与杨卫忠同时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同时二人还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涉及公司重大经营事项时采取一致

行动。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及《披露细则》第四

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可确认陈方与杨卫忠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3）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公司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本所律师核查了公

司股东持股情况及公司的工商材料等文件，公司股东均出具了《未代持或委托持

有公司股权声明与承诺》，确认：本人为公司的实际股东、最终持有人，本人不

存在代持或委托他人持有公司股权的情形。目前，公司全体股东出资真实，所持

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人权益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因此，本所律师经核查相关文件资料后认为，公司股权不存在代持或委托持

股的情形。 

问题 6、请公司完整披露杨卫忠、陈方、王震国、王旭宇简历，并按《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公司（试行）》要求完善核心研发人员信息。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1）杨卫忠、陈方、王震国、王旭宇简历。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与管理层提供的个人身份证明、情况调查表及简历，对包括杨

卫忠、陈方、王震国、王旭宇在内的相关人员简历进行了完整披露，具体参见《法

律意见书》第十五部分“近两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情况”之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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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核心研发人员信息。本所律师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第 7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试行）》第

十二条关于研发人员披露的规定，经查阅公司员工花名册、核心研发人员简历、

情况调查表、学历学位证书，核心研发人员针对兼职情况及与原单位知识产权商

业秘密纠纷情况的书面声明等资料，并通过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对公司核

心研发人员信息予以核查。 

公司在册员工共 120人，其中核心研发人员为 6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5%。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研发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动。截至 2017 年 6月 30 日，公司

研发部共有研发人员 69 人，占公司总人数 57.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44 人，占公司研发人员总人数 63.77%。公司研发团队为年轻化团队，研发人员

年龄均在 42 岁以下，其中 20 岁至 30 岁的人数为 41 人，占比 59.42%；30 岁

至 40 岁的人数为 27 人，占比 39.13%；40 岁以上的人数为 1人，占比 1.45%。 

本所律师核查的公司核心研发人员的简历及其关于与原单位不存在知识产

权、商业秘密方面争议纠纷及不存在兼职情况的书面承诺等资料，确认公司核心

研发人员的相关信息如下： 

沈文仕，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 11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9年 7月毕业于福建农业大学。1999年 7月至 2000年 7月处于待业状态；2000

年 7 月至 2007 年 8 月就职于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职务；2007

年 9月至 2011年 9月就职于北京城市热点资讯有限公司，担任架构师职务；2011

年 11月至 2015年 1月就职于北京温达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经理职务；2015

年 2月至今就职于韵盛发股份（及其前身有限公司），担任架构师职务。在公司

任职期间主要研究成果为：完成生产平台的设计及开发。 

陈金访，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 3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8年 7月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获学士学位。2008年 7月至 2009年 3 月就职

于日电卓越软件(北京)有限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职务；2009年 3月至 2009年

10月处于待业状态；2009 年 10月至 2012年 5月就职于杭州迪普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软件工程师职务；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11 月就职于汉柏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系统架构师职务；2014年 12月至今就职于韵盛发股份（及其前身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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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系统架构师职务。在公司任职期间主要研究成果为：完成高效可用分布式高

可靠实时消息系统。 

毛宗鑫，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7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机械工业学院，获学士学位。2007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就职于北京联信创新技术有限公司，担任高级开发工程师职务； 2016 年 3月

至今就职于韵盛发股份（及其前身有限公司），担任架构师的职务。在公司任职

期间主要研究成果为：完成云账号、广告运营等平台系统的系统分析、架构的设

计及核心开发。 

王建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 11月出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2006年 6月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获学士学位；2010年 3月毕业于北

京邮电大学，获硕士学位。2010年 3月至 2011 年 10月就职于网神信息技术(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研发工程师职务；2011 年 11月至今就职于韵盛发股份

（及其前身有限公司），担任研发经理职务。在公司任职期间主要研究成果为：

优化产品软件升级模块、提高产品软件在线升级服务质量。 

徐震南，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2007 年 6 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获学士学位；2009 年 6 月毕业于中

山大学，获硕士学位。2009年 9月至 2011年 7 月就职于亚信联创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职务；2011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韵盛发股份（及其前

身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业务平台经理职务。在公司任职期间主要研究成果为：

系统配置策略化的设计和开发，参与系统云化建设过程。 

赵艳芬，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2005 年 7 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2008 年 4 月毕业于北

京信息科技大学，获硕士学位。2008年 4月至 2010年 4月就职于网御神州科技

有限公司，担任研发工程师职务；2010年 4月至 2012年 6月就职于博彦科技有

限公司，担任测试工程师职务；2012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韵盛发股份（及其前身

有限公司），担任产品平台组研发经理职务。在公司任职期间主要研究成果为：

完成嵌入式接入控制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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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实际控制人、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研发人员的简历信息。 

问题 7：关于业务资质。请主办券商、律师结合公司提供的主要产品及服务

核查公司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

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对其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

报告期初至今是否存在超越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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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存在无法续期

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请公司补充披露资质授予机关及资质许可范

围。 

答复:（1）公司经营所需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本所律

师核查了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历次变更经营范围的工商登记资料、报告期

内主要的销售采购业务合同等文件，并查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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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经核查确认，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SDN/NFV和边缘计算技术开发的技术公司，致力于通过 S

aaS 云服务的方式，面向运营商和企业客户，提供全新的 IT 基础架构和运维服

务方案。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通过 SaaS 云服务形式为客户提供

IT基础架构和运维管理方案；二是向客户销售与云服务配套的用户侧系统设备，

这些系统设备包括边缘业务节点设备（VSM）、边缘数据节点设备（VDS）、无线

接入设备。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关于增值

电信许可证的规定，公司不属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无需办理增值电信许可证。

根据《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软件产品管理办法》等法律规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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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属于软件企业，依法应获得软件企业的认定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所销售的无线设备应具备无线电设备的相关核准许可。

    公司目前取得的业务资质如下： 

①《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申请企业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京 R-2010-0350 

发证机关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发证日期 2010年８月 1９日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 

②《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申请企业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韵盛发无线接入点系统软件 V1.0 

证书编号 京 DGY-2013-1081 

发证机关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发证日期 2013年 4月 9日 

有效期 五年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 

③《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a.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VAP5201 

申请单位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2.4GHz 无线局域网设备 

设备型号 VAP5201 

核准代码 CMIIT ID：2013DP2052 

主要功能 数据传输 

调制方式 BPSK/QPSK/16QAM/DBPSK/DQPSK/CCK 

频率范围 2400-2483.5MHz 

频率容限 ≤20ppm 

发射功率 ≤20dBm(EIRP) 

占用带宽 ≤40MHz 

杂散发射限值 ≤-30dBm 

证书编号 2013-2052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核发单位 工业与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 

发证日期 2013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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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5年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公司产品 2.4GHz无线局域网设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

规定和技术标准 

b.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VAP5300 

申请单位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2.4GHz 无线局域网设备 

设备型号 VAP5300 

核准代码 CMIIT ID：2014DJ0330 

主要功能 数据传输 

调制方式 BPSK/QPSK/16QAM/DBPSK/DQPSK/CCK 

频率范围 2400-2483.5MHz 

频率容限 ≤20ppm 

发射功率 ≤20dBm(EIRP) 

占用带宽 ≤40MHz 

杂散发射限值 ≤-30dBm 

证书编号 2014-0330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核发单位 工业与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 

发证日期 2014年 1月 27日 

有效期 5年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公司产品 2.4GHz无线局域网设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

规定和技术标准 

c.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VAP7516A 

申请单位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5.8GHz/2.4GHz无线局域网设备 

设备型号 VAP7516A 

核准代码 CMIIT ID：2015AP4683 

主要功能 数据传输 

调制方式 BPSK/QPSK/16QAM/64QAM/256QAM/DBPSK/DQPSK/CCK 

频率范围 5725-5850MHz 2400-2483.5MHz 

频率容限 ≤20ppm 

发射功率 ≤33dBm ≤20dBm(EIRP) 

占用带宽 ≤80MHz ≤40MHz 

杂散发射限值 ≤-30dBm 

证书编号 2015-4683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核发单位 工业与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 

发证日期 2015年 9月 18日 

有效期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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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公司产品 5.8GHz/2.4GHz无线局域网设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线电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 

d.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VAP7300 

申请单位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5.8GHz/2.4GHz无线局域网设备 

设备型号 VAP7300 

核准代码 CMIIT ID：2014AP3432 

主要功能 数据传输 

调制方式 BPSK/QPSK/16QAM/64QAM/DBPSK/DQPSK/CCK 

频率范围 5725-5850MHz 2400-2483.5MHz 

频率容限 ≤20ppm 

发射功率 ≤33dBm ≤20dBm(EIRP) 

占用带宽 ≤40MHz 

杂散发射限值 ≤-30dBm 

证书编号 2014-3432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核发单位 工业与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 

发证日期 2014年 7月 12日 

有效期 5年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公司产品 5.8GHz/2.4GHz无线局域网设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线电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 

e.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VAP6600 

申请单位 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5.8GHz/2.4GHz无线局域网设备 

设备型号 VAP6600 

核准代码 CMIIT ID：2017AP6883 

主要功能 数据传输 

调制方式 BPSK/QPSK/16QAM/64QAM/256QAM/DBPSK/DQPSK/CCK 

频率范围 5725-5850MHz 2400-2483.5MHz 

频率容限 ≤20ppm 

发射功率 ≤33dBm ≤20dBm(EIRP) 

占用带宽 ≤80MHz≤40MHz 

杂散发射限值 ≤-30dBm 

证书编号 2017-6883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核发单位 工业与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 

发证日期 2017年 11月 6日 

有效期 5年 

许可范围/核 公司产品 5.8GHz/2.4GHz 无线局域网设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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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事项 线电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 

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申请企业 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韵盛发无线接入控制管理系统 VSM-VAP/V7.0 

证书编号 XKC33905 

发证机关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发证日期 2017年 11月 24日 

有效期至 2019年 11月 24日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准许销售韵盛发无线接入控制管理系统 VSM-VAP/V7.0 

⑤《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 

申请单位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 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 

设备型号 CAM8800 

设备产地 北京 

证书编号 12-B896-160375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证日期 2016年 2月 1日 

有效期至 2019年 2月 1日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准许公司产品“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接入公用电信网使用 

⑥《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申请企业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20162040319801 

发证机关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发证日期 2016年 9月 22日 

有效期 三年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 

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申请企业 北京韵盛发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GR201611004944 

发证机关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

市地方税务局 

发证日期 2016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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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三年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 

⑧《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海关注册编码 1105969442 

组织机构代码 675061063 

企业名称 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甲 1号 1号楼 6层 708室 

企业经营类别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注册登记日期 2014年 12月 1日 

法定代表人 杨卫忠 

有效期 长期 

注册海关 北京关区 

核发日期 2017年 11月 17日 

许可范围/核

准事项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备案登记表编号 02126126 

进口企业代码 91110105675061063J 

经营者中文名称 韵盛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者英文名称 Beijing Abloomy Technologies,Inc 

组织机构代码 —— 经营者类型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甲 1号 1号楼 6层 708室 

经营场所（中文）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甲 1号 1号楼 6层 708室 

经营场所（英文） 
Room708,Floor6,Building1,No.Jia,Beishatan,Chaoyang Dist

rict,Beijing,China 

联系电话 010-64860899 联系传真 010-64840899 

邮政编码 100083 电子邮箱 
yanwei.chen@abloo

my.com.cn 

工商登记注册日

期 
2008-5-7 工商登记注册号 —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杨卫忠 有效证件 548568776 

注册资金 叁仟陆佰万元 

备案登记机关 朝阳区商务委员会 

核发时间 2017-11-21 

许可范围/核准

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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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所从事业务的全部资质，不存在未取得经营

所需资质、许可、认证的情况，业务资质齐备，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

未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合法合规。 

（2）公司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的相关业务合

同、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文件，并结合公司相关人员的业务介绍，

公司销售经营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部分：①ACS/CSP IT 云服

务平台、②边缘业务节点设备（VSM/VDS）、③无线接入设备（AP），其经营业

务并未超越上述公司具有相应资质的经营范围（即：通过 SaaS 云服务形式为客

户提供 IT 基础架构和运维管理方案；向客户销售与云服务配套的用户侧系统设

备，这些系统设备包括边缘业务节点设备（VSM）、边缘数据节点设备（VDS）、

无线接入设备）。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从事的业务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

况，公司依法从事经营活动，不存在违法经营行为。 

（3）公司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本所律师经

核查公司的全部资质文件与其他相关材料，并经公司相关人员介绍，确认公司目

前经营正常，营业执照及经营所需的资质证照等文件均在有效期内（具体参见前

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针对问题 7 的答复（1）“公司目前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

及《法律意见书》“五 公司的独立性（一）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之内容说明），

如需续期，只需履行正常的续期手续即可。在公司现有经营状况及相关政策法规、

审核体系及审核标准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公司开展业务所需的资质不存在

无法续期的风险，因此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无需再

取得其他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

经营的情况，开展业务所需的资质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问题 8：请公司补充披露借款合同详情及履行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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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的借款合同及与其相关的委托保证合同、最高额

反担保合同等文件资料，确认公司共签署过两个借款合同，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合同签订方 借款银行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编号 

借款金额

(万元) 
履行情况 

1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清华园支行 

2016年 11月 1

8日 
0377794 200.00 履行完毕 

2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清华园支行 

2017年 9月 26

日 
0446275 200.00 履行中 

（1）借款合同的详情。2016年 10月 20日，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

意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下称“北京银行”）申请融资

（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贰佰万元（含

及以下金额）人民币，期限两年。 

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

编号：0377649），根据《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0 万

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额度为可循环额度，授信用途为“满足受信

人依法合规正常经营的业务需要”。 

2016 年 11 月 18 日，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为：0377794），该合同约定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贷款 200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首次提款之日起一年，贷款利率为在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基础利率上增

加 80 个基点，贷款用途为支付货款及日常经营支出。借款合同中约定贷款本金

（200万元）在贷款期限内到期一次性还清，利息偿还计划为贷款限内按季定日

（每季度末月的 21日）付息。 

2017 年 9月 26日，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

0446275），该合同约定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贷款 200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首次

提款之日起一年，其他约定与上述《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377794）相同。 

（2）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关于上述合同编号为 0377794 的借款合同中约

定的 200 万元借款，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收到来自北京银行的该笔 200 万

元款项，并根据该借款合同约定，在还款期限届满前，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向

北京银行全额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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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确认，2017 年 11 月 16 日，北京银行在收到公司偿还的上述合同编

号为 0377794 的借款合同中对应的 200万元借款后，随即将新的 200万元借款又

通过银行转账转给公司，目前该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0446275）正在履行中。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公司目前仅有一份向北京银行借款 200 万的借

款合同在履行中，公司已收到北京银行的该笔 200 万元款项，该 200万元借款的

还款期限为 2018 年 11 月 15 日，目前还款期限尚未届满。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

杨卫忠针对该笔 200万借款已与担保公司签订了相关担保与反担保合同（具体参

见《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之内容说明）。公司与北

京银行及担保公司均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公司至今不存在违反

前述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约定的倾向或实际行动。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借款的前述借款合同，公司至今

不存在任何违约违法行为或倾向，前述借款合同至今无任何纠纷争议或重大法律

风险。  

问题 9：关于招投标合同签订。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公司补充披露所

投的标的来源、招标模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通过招投标获得主要

订单数量，金额及占当期销售收入比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销售渠

道，就获得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对持续经营存在不利影响发表意见。 

答复：（1）公司投标来源、模式。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提供的业务合同等

资料，并通过公司人员介绍，确认公司至今仅有一个框架合同《POE交换机购买

合同》（该合同系在报告期后签署，目前尚未实际产生订单，该合同对应的采购

项目下称为“项目”），系通过招标公告的方式取得。 

公司招投标模式为：①获取用户招标信息；②根据用户招标内容由相应部门

确认并与用户沟通制定技术方案；③根据用户招标要求制作商务及技术标书并询

外购设备价格；④参与投标；⑤如中标，沟通确定合同及技术协议内容并签署；

⑥合同及协议签订后由相应部门项目经理负责牵头实施。 

前述项目的招标方为南昌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受招标方委托进行招标工

作的招标代理机构为深圳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招标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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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销售人员通过中国招标与采购网（http://www.zbytb.com/）获得上述招标

代理机构于 2017年 3 月 31日发布的关于该项目的招标公告，公司按照招标文件

的要求提交了投标文件，并向招标方缴纳了投标保证金。招标代理机构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招标云网站（http://www.zbcloud.net/w

inNotice/9545.jhtml）上发布了中标结果，公司在该项目中的 B 标段中标。公

司与招标方南昌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于 2017年 9月 22日签署了该项目对应的

合同《POE 交换机购买合同》。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十条关于招标方式的规定、第

十六条、第十七条关于招标公告、邀请招标及第十八条与第二十条关于招标方与

投标方的规定，核查了公司的相关资质证书、上述框架合同的招投标文件以及该

框架合同项目对应的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公司的该框架合同对应的项目履

行了招投标程序，公司持有的相关资质均符合招标单位的招标要求，并已按照招

标方要求提供了有关资质证明和业绩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该《POE 交换

机购买合同》的签署合法合规、有效。 

（2）公司销售渠道、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及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存在不

利影响。经本所律师核查并通过公司相关人员介绍,公司主要通过行业客户介绍、

参加行业会议、查阅行业公开资料及政府网站、招标采购等网站发布的招标公告

等渠道获得销售订单。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获得订单的方式合法合规，不存在对

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问题 10：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1）公司机构投资者是否需要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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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

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等相关规定（承诺）

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说明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并发表意见。（2）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在资产管理计划、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中持有权益，上述股东出资公司是否符合章程或协议合同规定，出资资

金与管理人资产或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或资产是否有效分离，上述股权清晰。

（3）公司、原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协议中是否存在业绩对赌、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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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回购等特殊条款内容及其解除情况，原股东是否具备回购能力，协议内容

是否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关于认购协议中禁止存在

的特殊条款的要求，公司股权是否存在争议，就是否存在损害申请挂牌公司、

中小股东或债权人利益情形发表明确意见。（4）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定价依

据，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公司股权是否存在代持或委托持股，公司穿透核查后

实际股东是否超 200 人，就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清晰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答复: （1）本所律师通过查阅相关股东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及其他相关文件资料，并调取审查本所及其他中介机构先前所做的工作底稿，以

及通过网络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登记信息等方式，根据前述相关事

实，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所律师确认公司目前股东中存在十名企业股

东，具体情况如下： 

①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盈富泰克”) 

公司名称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722604965K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 B座 17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廷儒 

注册资本 13,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范围 

风险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不

含限制项目）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

理业务）。 

成立日期 2000年 4月 20日 

营业期限 2000年 4月 20日至 2030年 4月 19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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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富泰克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经本所律师核查盈富泰克的《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并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gs.amac.

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12672.html,查询时间为 201

7年 10 月 13日、12月 4日、12月 14日）上盈富泰克的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

确认盈富泰克的基金管理人信息如下： 

基金管理人名称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登记编号 P1007707 

登记时间 2015年 1月 29日 

组织机构代码 72260496-5 

法定代表人 刘廷儒 

机构类型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号联合广场 B座 1701 室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盈富泰克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手续。 

②新疆虎童瑞雪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虎童瑞雪”） 

公司名称 新疆虎童瑞雪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650100599195464E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 545号美丽家园办公楼 96号 

执行事务合

伙人 
虎童瑞雪创业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管建红）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

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2012年 8月 22日 

营业期限 2012年 8月 22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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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童瑞雪为私募投资基金，经本所律师核查虎童瑞雪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证明》，并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gs.amac.org.cn/amac-inf

odisc/res/pof/fund/351000131772.html，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0月 13日、12 月 4日、

12月 14 日）上虎童瑞雪的私募基金公示信息，确认虎童瑞雪的基金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新疆虎童瑞雪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编号 SD2204 

基金类型 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虎童瑞雪创业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备案时间 2014年 4月 29日 

运作状态 正在运作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虎童瑞雪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手续。 

③北京华睿互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睿互联”） 

公司名称 北京华睿互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工商注册号 11010801820848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8号楼 6层 A606B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北京华睿智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3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 11月 25日 

营业期限 2014年 11月 25日至 2021年 11月 24 日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7389662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11205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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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华睿互联为私募投资基金，经本所律师核查华睿互联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证明》，并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gs.amac.org.cn/amac-inf

odisc/res/pof/fund/351000191676.html，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0月 13日、12 月 4日、

12月 14日）上华睿互联的私募基金公示信息，确认华睿互联的基金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北京华睿互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38415 

基金类型 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京华睿智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时间 2015年 6月 17日 

运作状态 正在运作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华睿互联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手续。 

④北京厚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厚持”） 

公司名称 北京厚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112599688998F 

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政府路 2号 301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北京厚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受托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1、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112050149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84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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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金融管理局备案。下期出资时间为 2013年 07月 14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2年 6月 25日 

营业期限 2012年 6月 25日至 2020年 6月 24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厚持为私募投资基金，经本所律师核查厚持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并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

/res/pof/fund/351000139028.html，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0 月 13日、12月 4日、1

2月 14 日）上厚持的私募基金公示信息，确认厚持的基金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北京厚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D4526 

基金类型 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京厚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时间 2014年 9月 3日 

运作状态 正在运作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厚持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手续。 

⑤北京虎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虎童”） 

公司名称 北京虎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工商注册号 110105017312663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 29号楼 155 室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11205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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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

伙人 
虎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年 5月 27日 

营业期限 2014年 5月 27日至 2022年 5月 26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北京虎童为私募投资基金，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虎童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证明》，并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gs.amac.org.cn/amac-inf

odisc/res/pof/fund/351000142139.html，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0月 13日、12 月 4日、

12月 14日）上北京虎童的私募基金公示信息，确认北京虎童的基金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北京虎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22336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虎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备案时间 2015年 7月 7日 

运作状态 正在运作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北京虎童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手续。 

⑥天津韵泽盛兴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韵泽盛兴”） 

公司名称 天津韵泽盛兴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MA05QQ9F44 

住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580号）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778611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77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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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王凯 

注册资本 81.95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互联网业、文化传媒业、科技业、通信业、房地产业、医疗业、

教育行业进行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年 5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7年 5月 16日至长期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韵泽盛兴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

外，并不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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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规定，

其无需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⑦天津佳韵盛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佳韵盛信”） 

公司名称 天津佳韵盛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MA05QQAU33 

住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581号） 

执行事务合

伙人 
欧中云 

注册资本 79.76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年 5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7年 5月 16日至 2037年 5月 15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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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佳韵盛信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

外，并不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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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规定，

其无需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⑧天津佳韵盛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佳韵盛盈”） 

公司名称 天津佳韵盛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MA05QQAJ3R 

住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579号） 

执行事务人 路杨鹏 

注册资本 104.99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年 5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7年 5月 16日至 2037年 5月 15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佳韵盛盈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除对公司进行投资

外，并不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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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规定，

其无需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⑨深圳市诚兴和投资有限公司（“诚兴和”） 

公司名称 深圳市诚兴和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335362302H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景晓军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 47 页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范围 
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 

成立日期 2015年 5月 11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5月 11日至 2035年 4月 16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诚兴和出具的书面声明，确认诚兴和不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的

管理，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因此无需进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⑩天津融智德投资有限公司（“融智德”） 

公司名称 天津融智德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108053576257Q 

住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 区二层 209（TG第 531号） 

法定代表人 姚文彬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互联网业、文化传媒业、科技业、通信业、房地产业、医疗业、

教育行业进行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 10月 26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10月 26日至 2042年 9月 6日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融智德的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对互联网业、文化传媒业、

科技业、通信业、房地产业、医疗业、教育行业进行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不适用《私募投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13899372
http://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13899372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 48 页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同时根据融智德出具的书

面声明,确认融智德不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其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

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企业登记档案资料、声明与承诺，确认上述各股东均

是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且住所均在中国境内。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机构投资者的工商档案，核查公司董监高人员

调查文件等材料，核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声

明承诺以及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查询

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3 日、12 月 4 日、12 月 14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http://www.amac.org.cn/，查询时间为 2017 年 10月 13日、12 月 4日、1

2 月 14 日）等网站对公司信息进行检索，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持有权益。 

（3）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经办律师核查，确认有限公司增资过程中，创

始股东陈方、路杨鹏及有限公司与投资方签署的投资协议中存在业绩对赌、优先

权及股权回购等特殊条款。但各投资方与公司及创始股东已先后两次签署了关于

上述投资协议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删除了所有关于业绩对赌、

优先权及股权回购等对公司、创始股东或未来投资者可能产生权利限制的特殊条

款。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机构投资者之间已不存在业绩对赌、

优先权、股权回购等特殊约定，原股东陈方、路杨鹏与机构投资者之间亦不存在

业绩对赌、优先权、股权回购等特殊约定。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虽然公司、公司创始股东陈方、路杨鹏在增资之初

与机构投资者签订的投资协议中存在股权回购、优先购买权、业绩对赌等特殊约

定，但上述限制公司及创始股东权利的特殊条款内容已由各方通过签订《补充协

议》及《补充协议二》予以删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机构

投资者之间，原股东陈方、路杨鹏与机构投资者之间均已不存在业绩对赌、优先

权、股权回购等可能会影响公司、未来投资者或创始股东利益的特殊约定，公司

股权清晰，不存在争议。与此同时，公司建立并完善了《公司章程》、《股东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对外投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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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内部制度和议事规则，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则、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中

小股东或债权人利益情形。 

（4）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定价依据。 

如前所述，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时与投资者签署的增资协

议、验资报告、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公司工商档案等文件资料，确认公司目前有

10名企业股东，其中，7名企业股东为机构投资者，即虎童瑞雪、盈富泰克、诚

兴和、华睿互联、厚持、融智德、北京虎童，关于该 7名企业股东的具体情况参

见《法律意见书》“六 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之内容说明。该 7

名企业股东进入公司时的出资及所获公司的股份等内容参见《法律意见书》“七、

 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公司的设立及变更 1.有限公司的设立及变更”之

内容说明。 

经公司、上述机构投资者及其他股东确认，公司引进该 7名机构投资者时的

定价依据为：机构投资者看好公司在 SDN/NFV 和边缘计算技术开发及 IT 云服务

平台（ACS/CSP）方面可观的市场发展前景，与传统 IT业务解决方案相比具有的

独特优势，以及公司科学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与公司强大的研发能力，经过合理、

审慎的市场评估后与公司其他股东协商确定。因此，经核查公司相关资料并经对

公司及相关投资者的访谈，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引入机构投资者时定价依据合理，

不存在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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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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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东的最终投

资者合计亦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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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确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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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时间为 20

17年 10 月 13日、12 月 4日、12月 14日)、北京审判信息网(http://www.bj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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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后实际股东未超 200人，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

规，符合股权清晰的挂牌条件。 

问题 11：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卫忠为美国国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

核查杨卫忠在华就业是否符合《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宜。 

答复: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及《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制度的通知》等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应由其用人单位为其申

请就业许可，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外国人来华工作由原申办外国专家证、外

国人就业证改为统一申办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杨卫忠的护照、工作许可证（及原有的外国人就业证）、劳

动合同及社保卡等资料，杨卫忠现持有 B类工作许可证，发证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日，有效期为 1年，发证机关为北京市外国专家局；杨卫忠与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职位为总经理，合同期限为三年，劳动报酬未低

于北京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经查询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申报查询系统（http://

www.bjrbj.gov.cn/csibiz/csirp/index.jsj,查询时间为 2017年 12月 26日），

并根据杨卫忠及公司相关人员确认，公司已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为杨卫忠缴纳社会

保险，以上均符合《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杨卫忠在中国就业符合《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问题 12：关于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情况。(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

及期后投资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具体内容、类型、购买时间、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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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处置情况、履行的决策程序、对公司利润表的影响等,并披露公司进行短期投

资的决策制度及风险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公司投资上述理财产品对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未来是否继续投资。（2）请主办券商、律师对投资

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对外短期投资的

风险管理情况,核查公司对于理财产品的会计处理及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合法合规性。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的合同、股东会决议与其他相关文件资料，以及经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财务负责人

等相关人员介绍，确认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相关信息如下所述。 

报告期内及期后至今，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认购日期 产品名称 期限（天） 金额（元） 银行 到账日 

2015/5/5 赢家 WG15M01016 33  10,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5/6/8 

2015/6/23 赢家 WG15M01023 33  5,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5/7/27 

2015/7/21 赢家 WG15M01027 33  5,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5/8/24 

2015/8/28 赢家 WG15M02033 63  10,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5/11/4 

2015/11/10 赢家 WG15M02042 63  6,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6/1/13 

2015/11/10 赢家 WG15M01042 33  2,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5/12/14 

2016/1/19 赢家 WG16M01002 33  6,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6/2/22 

2016/3/8 赢家 WG16M01008 33  5,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6/4/11 

2017/1/3 赢家 WG17M01050 35  3,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2/8 

2017/1/10 赢家 WG17M01001 35  8,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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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7 赢家 WG17M01002 35  3,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2/22 

2017/1/23 赢家 WG17M01003 35  6,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3/1 

2017/2/13 赢家 WG17M01005 35  3,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3/22 

2017/2/21 赢家 WG17M12006 371  8,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8/2/28 

2017/2/28 赢家 WG17M01007 35  3,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4/5 

2017/3/7 赢家 WG17M01008 35  3,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4/12 

2017/3/28 赢家 WG17M01011 35  2,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5/3 

2017/4/25 赢家 WG17M01015 35  4,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5/31 

2017/5/23 赢家 WG17M01019 35  2,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6/28 

2017/6/13 赢家 WG17M01022 35  3,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7/19 

2017/9/4 赢家 WG17M01034 35  3,000,000.00  
上 海 银 行

安贞支行 
2017/10/11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上海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中风险评级分类中风险

最低的类型,即极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且公司购买的该系列理财产品属于保

本保收益型（固定收益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主要目的为提高短期资金的使用

效率,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或股东产生不利影响。 

经核查，报告期内，有限公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经股东会决议

通过，在股东会决议授权范围内履行了程序，由财务部负责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

具体执行，未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期内及期后，公司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均系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期限较短，绝大多数低于二

个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 2017 年 2 月 21 日购买的一项 800

万元的理财产品未到期外，公司购买的其它理财产品均已到期赎回，且已赎回理

财产品均不同程度上产生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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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至今，公司暂未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此外，

经核查公司的规章制度确认公司章程及公司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公司对外

投资的决策程序等事项均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公司说明，公司未来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内部规章制度开展理财产品

投资，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内部的规

章制度，未对公司及其股东造成任何损失或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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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 本所律师经核查发现，公司在报告期后，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

的针对公司四个专利申请的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申请受理通

知书发文日期 

1 

一种基于报文指

纹的认证方法及

系统 

201711178608.3 发明专利 
2017年 11月

23日 

2017 年 11 月 23

日 

2 
一种无线定位的

方法和装置 
20170666884.8 发明专利 

2017年 8月 7

日 
2017年 8月 7日 

3 
一种 4G网络控制

的网闸 
201721052253.9 实用新型 

2017年 8月 2

2日 

2017 年 8 月 22

日 

4 

一种云平台服务

端控制的内网探

针 

201721052582.3 实用新型 
2017年 8月 2

2日 

2017 年 8 月 22

日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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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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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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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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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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