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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置荟谷、股份公司 指 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置荟谷有限 指 

上海置荟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置荟谷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系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前身 

丹谷投资 指 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 

荣广商务 指 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荣煦商务 指 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会” 指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统称 

本次挂牌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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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华会计师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众联评估 指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本所 指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股改审计报告》 指 
兴华会计师于 2017 年 9 月 9 日出具的（2017）

京会兴审字第 60000079 号《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国众联评估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国众

联评报字（2017）第 2-0863 号《资产评估报

告》 

《挂牌审计报告》 指 
兴华会计师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2018]

京会兴审字第 60000004 号《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国众联评估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国众

联评报字（2017）第 2-0863 号《资产评估报

告》 

《公司章程》 指 
公司现行有效的《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  指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并经创立大会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于

本次挂牌完成后生效的《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

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法律意见书 

2 
 

《发起人协议书》 指 

公司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暂行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暂行办法》 

《章程必备条款》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

必备条款》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挂牌条件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

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 指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法律意见书而言不包

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及中国台湾地区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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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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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置荟谷”）的委托，并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

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作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项目（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暂行办法》《业务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就本次挂

牌所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暂行办法》

《业务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针

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仅就与公司本次挂牌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对于从有关国家机

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机构直接

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及经办律师履行了《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规定的相关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

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本所律师不对有关财务会计、验资、审计及资产评估等非

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就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前述非法律专业事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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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均严格引用有关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公司或有关人士出具的说明，

前述引用不视为本所律师对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查验和做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经办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

等事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针对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仅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并不依据任

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其中涉及到必须援引境外法律的，均引用中国

境外法律服务机构提供的法律意见。 

四、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一）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声明。 

（二）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

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

符。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及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公司、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或提供的

证明、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其为申请本次挂牌所制作的法定文件中

自行引用或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内容，但公

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

其引用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暂行

办法》和《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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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挂牌的有

关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查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 本次挂牌的批准 

1、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

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用集合竞价转

让方式的议案》和《关于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作为挂牌审计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 

2、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学，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55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资格、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

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了批准本次挂牌的决议。 

（二） 本次挂牌的授权程序和范围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学，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全部事宜，具体授权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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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权董事会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实施本次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具体方案； 

（2）授权董事会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办理本次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的相关事宜； 

（3）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运作

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4）授权董事会就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确定各

中介机构并与其签订相关合同； 

（5）授权董事会在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完成后，

根据发行情况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新的公司章程及所涉及其他事项

的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6）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有

关的事宜； 

（7）本授权的有效期限：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

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挂牌事宜取得股东大会的必要批准

与授权，但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核同意。 

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 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系由上海丹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胥雪瑾作为发起人以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置荟谷有限的

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取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3598136366P 的

《营业执照》，其设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根据会计师出具的（2017）京会兴验字第 60000009 号《验资报告》，

公司注册资本由各发起人全部以置荟谷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认缴，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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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相关规定。 

3、公司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信息如

下： 

名称：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淞发路 901 弄 1 号 215 

法定代表人：胥雪瑾 

注册资本：2550 万元整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动漫设计；设计、制作、

发布各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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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长期 

（二） 公司为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公司的《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

期限为长期。 

2、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

下列情形：①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②股东大

会决议解散；③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④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

关闭或者被撤销；⑤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⑥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⑦被法院依法宣告破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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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 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如本法律意见书“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所述，公司系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不存在根

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公司系由 2012 年 6 月 13 日成立的置荟谷有限以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业务规则》

第 2.1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的，存续期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置荟谷有限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依法设立，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经存续满两年。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登记注册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已持续经营两年以上，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和《挂牌条

件标准指引》第一条的规定。 

（二） 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司目前所持《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从事信息科技、

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房

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动漫设计；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为各类园区与写字楼业主提

供咨询策划、招商租赁及配套增值服务。公司最近两年内均主要从事此类业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业务明确（具

体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九/（一）/1、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2、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6,178,326.34 元和 8,372,182.82 元，分别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0%和 100%，公司的业务明确。 

3、根据《挂牌审计报告》、经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查阅公司历年工商资料，

公司最近二年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需要终止的情形，其持续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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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业务明确，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和《挂牌条件标准指引》

第二条的规定。 

（三）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1）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五、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所述，公司已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

级管理层（以下简称“三会一层”）等法人治理架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总经

理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形成了平等保护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制约机制。 

（2）公司“三会一层”建立以及公司治理制度制定后，公司“三会一层”

能够按照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报告期内的有限公司阶段，置荟谷有限

公司治理能够遵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2、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1）根据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宝山区分局等政府

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能够按照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最近 24 个

月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

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也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2）根据实际控制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及实际控制人

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胥雪瑾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

涉及以下情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①受到刑事处罚； 

②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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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本所律师检索信用中国官方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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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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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网站信息，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记

录，均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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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

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4、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除《挂牌审计报告》中已披

露的与部分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外，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

均已结清。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

则》第 2.1 条第（三）项和《挂牌条件标准指引》第三条的规定。 

（四） 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股权明晰 

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所述，公司股权清晰，

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股东或实际支配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的

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2、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 

（1）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所述，公司的历次股权转让、增资行为均已依法履行必要程序合法合规；经本所

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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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1）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

券；2）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2）公司股票限售安排 

A.法律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

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根据《业务规则》第 2.8 条的规定：“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

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

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

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券商为

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初始库存股票除外。”“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

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B.相关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胥雪瑾承诺： 

“一、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分三批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每批进入的数量均为本公司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一。进入的时间分别为挂牌

之日（在满足《公司法》对股份转让的限制性条件下）、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二、在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

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C.《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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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1 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据此，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业

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和《挂牌条件标准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五） 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与东吴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书》，约定由东吴证券作为主办券商为公司提供推荐股票挂牌并持续督导服务。 

2、经本所律师核查，东吴证券已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具备担

任公司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由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业

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和《挂牌条件标准指引》第五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具备《业务规则》第 2.1 条规定的实

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以置荟谷有限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整体折股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置荟谷有限的成立、历次股权转

让及增资事宜，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 公司设立的具体情况 

1、2017年9月9日，兴华会计师出具《股改审计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7月

31日，置荟谷有限经审计净资产总额为20,094,756.72元。 

2、2017年9月10日，国众联评估出具《评估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

置荟谷有限经评估净资产总额为20,132,100元。 

3、2017年9月4日，置荟谷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通过以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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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拟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现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 

（2）公司名称拟变更为“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公司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改制财务顾问、北京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改制的审计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为公司改制的评估机构、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改制的专项法

律顾问。 

（4）公司将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

告》，以截至 2017年 7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

东作为发起人认购改制后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9月 9日出具的编

号为“（2017）京会兴审字第 60000079 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7月 31

日，公司的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20,094,756.72 元。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编号为“国众联评报字（2017）

第 2-0863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7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评估价

值为 2,013.21 万元。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上海置荟谷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净资产值为 20,094,756.72 元，按照 1.004738:1 的比例折成

公司股份 2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余额 94,756.72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

积金。各发起人按照其各自持有的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持有

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400 70.00 净资产 

2 
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

限公司 
350 17.50 净资产 

3 
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 7.50 净资产 

4 胥雪瑾 100 5.00 净资产 

合计 2000.00 100.00  

（5）免去公司原任执行董事、监事、经理，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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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设置组织机构，并重新委派、选举或

聘任董事、监事、经理。发起人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有

限公司组织结构及治理、运作的要求，拟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6）自公司变更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之日起，公司现行章程终止，公司的

所有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及其它一切权益、权利、义务，由股份有限公司承

继。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至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批机关批准成立之日止的经营损

益，由公司全体股东或发起人按各自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 

4、2017年9月25日，置荟谷有限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

共同出资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5、2017年9月25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

设立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费用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关于选举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议

案》、《关于选举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上

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变更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

营期限的议案》、《关于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改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等议案。 

6、2017年9月25日，兴华会计师出具（2017）京会兴验字第60000009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止，公司（筹）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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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7月31日止置荟谷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20,094,756.72元，根据《公司

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2000万元整，

资本公积94,756.72元。 

7、2017年10月23日，公司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注册，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10113598136366P的《营业执照》。 

（二） 公司设立的出资审验情况 

经核查，公司设立时系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入资，而非评估值入资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此次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资产审验合法合规。 

（三） 自然人股东纳税情况 

经核查，公司整体变更前后注册资本均为2000万元，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没有

发生变化，且公司整体变更时公司股东不存在以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的情形，因此，自然人股东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 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设立时不存在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设立的程序、

条件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 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各类园区与写字楼

业主提供咨询策划、招商租赁及配套增值服务。公司已经建立起由销售、研发、

售后等组成的业务体系。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具有

直接面向市场进行独立经营活动的能力。 

（二） 公司的资产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股东均已足

额缴纳注册资本，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足额到位（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

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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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一、公司的主要财产”所述，公司合法拥有

经营性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其使用的资产独立于股东的资产，与股东的资产

权属关系界定明确，公司拥有的主要财产权属明确，不存在权属纠纷。 

3、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

来均已结清，公司的资产或资金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

情形。 

（三） 公司的人员独立 

1、根据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均由公司按照法定程序聘任，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的其他职务，亦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

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及领薪；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兼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2、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人员和采购、销售人员，公司的人事管理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离。公司已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四） 公司的机构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聘请了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

管理人员，并在公司内部相应的设立经营管理职能部门。公司独立行使经营管理

职权，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办公场所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 

（五） 公司的财务独立 

1、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

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公司财务

人员全部为专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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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职务。 

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核发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开户许可证》，公司已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汇支行开立了

基本存款账户（银行账号为：32427708010204319），独立核算，不存在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

营的能力，其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

陷。公司的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对关联方依赖情况。 

六、公司的发起人及股东（追溯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一） 公司的发起人 

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设立时的发起人共4名，为丹谷投资、荣广商务、荣煦

商务、胥雪瑾等4名股东，发起人住所均在中国境内。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

号 

发起人 

姓名或名称 

认购股份 

（万股）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丹谷投资 1400 1400 70.00 净资产 

2 荣广商务 350 350 17.50 净资产 

3 荣煦商务 150 150 7.50 净资产 

4 胥雪瑾 100 100 5.00 净资产 

总计 2000.00 2000.00 100.00  

1、发起人的基本情况 

（1）胥雪瑾，女，1985年1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学历。2011年至2012年7月就职于上海荣广商务

中心有限公司，任市场研究员；2012年7月至今任职于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任副总经理；2012年6月至2017年9月就职于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2017年

10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长， 

（2）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丹谷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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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560152125Y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 8 号 1 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葛云峰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

（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不得从事餐饮服务），仓储，室内装

潢，企业营销策划，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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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8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30 年 8 月 17 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丹谷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胥雪瑾 1200 80 

  2 
上海航星商务管理有

限公司 
300 20 

合计 1500 100 

（3）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2245894Q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 691 号 6 楼 620-621 室 

法定代表人 胥荣庆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商住楼租赁，承接洗衣整烫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

（危险品除外），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百货，服

装，工艺品，棉布和色织布的销售，不动结构的室内装潢，经济

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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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 12 月 1 日 

经营期限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丹谷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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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上海荣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00 8 

  2 上海玛瑞迪百货有限公司 3000 30 

3 胥荣庆 6200 62 

合计 10000 100 

（4）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荣煦商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91310104MA1FR9CB0W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 8 号 1 幢 16 楼 1616-161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胥雪瑾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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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 日 

营业期限至 2037 年 7 月 27 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荣煦商务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的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合伙人身份 

1 胥雪瑾 9 普通合伙人 

2 曹建成 1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 / 

2、发起人的出资 

根据置荟谷有限关于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发起

人协议》、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发起人以置荟

谷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设立，发起人已投入公司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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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担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公司的股东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本总额为2550万股，共有4名股东，

公司的股东及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丹谷投资 1500 58.8235 

2 荣广商务 800 31.3725 

3 荣煦商务 150 5.8824 

4 胥雪瑾 100 3.9216 

合计 2550 100.00 

公司现任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公司的发起

人及股东（追溯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公司的发起人”。 

（2）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公司的发起

人及股东（追溯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公司的发起人”。 

（3）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

公司的发起人及股东（追溯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公司的发起人”。 

（4）胥雪瑾，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公司的发起人及股东（追溯至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公司的发起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以下不适宜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公司自然人

股东适格：①在职公务员；②离职三年内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③按公务员

管理的事业单位编制人员；④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⑤为公司本次挂牌提供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的经办人员；⑥军人。 

（2）公司非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以下不适宜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公司非自

然人股东适格：①已注销的企业；②出现法定解散事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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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公司股东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

由其真实持有，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他方式代替其他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况。 

（4）公司股东的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经核查，公司非自然人股东丹谷投资、荣广商务、荣煦商务的资金来源于其

股东，丹谷投资、荣广商务均有从事实业，荣煦商务为公司的持股平台，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

金，且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不存在聘请管理人进行

投资管理，也不存在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的情形。因此公司非自然人股东不属于根

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私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股东具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或曾经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

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

公司股东适格性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近两年的控股股东为丹谷投资，

实际控制人胥雪瑾。 

（1）控股股东 

丹谷投资直接持有公司1500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8.8235%，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符合《公司法》关于控股股东的认定。 

（2）实际控制人 

胥雪瑾持有控股股东丹谷投资80%的股权，并担任公司股东荣煦商务的普通

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胥雪瑾还直接持有公司3.9216%的股份，因此，胥雪瑾

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为1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6275%。此外，胥雪瑾自公

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现担任公司董事长，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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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因此，胥雪瑾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根据控股股东丹谷投资出具的《承诺函》，控股股东最近24个月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正在进行的、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影响公司经营发展的诉

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胥雪瑾户籍所在地公安局派出所出具的违法犯罪记

录证明，该证明显示，在该证明出具日之前，该公安局未发现胥雪瑾有违法犯罪

记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系统中最近5年内

没有胥雪瑾最近5年的欠税记录、民事判决记录、强制执行记录、行政处罚记录

及电信欠费记录。 

根据胥雪瑾出具的《关于诚信状况的声明》，声明其不存在最近二年内因违

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

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二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出于调查之中尚

无定论的情形。 

根据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进行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胥雪瑾不存在因法院判决而被执行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24个

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 置荟谷有限的股本及演变 

1、置荟谷有限的设立 

2012年5月1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编

号：沪工商注名预核字第01201205160658号），核准企业名称为上海置荟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5月18日，全体股东召开首次股东会议，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通过《上海置荟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二、选举胥雪瑾为公司执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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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三、选举沈岚为公司监事；四、选举胥雪瑾为公司经

理。会议一致同意设立上海置荟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设立登记。 

上海汇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汇洪验（2012）115号]，

审验结果为：截至2012年6月1日止，公司已收到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胥

雪瑾、王潇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仟万元，实收资本占注

册资本的100%。 

2012年6月1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徐汇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10104000519342），核准公司成立。公司成立时，住所为上海市吴

中路8号1幢1618室，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

范围：房地产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企业营销策划；会展会务服

务；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

计算机网络、电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

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电子产品、通

信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额（万

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上海丹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900 900 货币 90% 

2 胥雪瑾 50 50 货币 5% 

3 王潇炜 50 50 货币 5% 

合计 1000 1000 —— 100% 

2、置荟谷有限的股本演变 

（1）2015年 6月，股权转让 

2015年6月17日，王潇炜与胥雪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潇炜将其所持

本公司5%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胥雪瑾。 

同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胥雪瑾、王潇炜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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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形成决议如下：一、同意股东王潇炜将其所持本公司5%的股权以50万元

额价格转让给胥雪瑾。其他股东放弃有限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9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90%；胥雪瑾认缴出资额1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10%。 

2015年6月17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胥雪瑾参

加会议，并形成新股东会决议如下：一、成立新一届股东会。二、由于公司股东

发生变化，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不变。三、通过公司新章程。 

2015年6月29日，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核准了上述变更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置荟谷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额（万

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上海丹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900 900 货币 90% 

2 胥雪瑾 100 100 货币 10% 

合计 1000 1000 —— 100% 

（2）2017年 7月，公司增资 

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胥雪瑾、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荣

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增资协议》，约定：按照2.3元/一元出

资额的价格对公司进行增资，将公司增加至2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其中，1）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150万元，占500万元出资额，剩余的

650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2）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出资805万元，占

350万元出资额，剩余的455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3）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345万元，占150万元出资额，剩余的195万元计入公司

资本公积金。新增注册资本出资形式全部为货币，实缴出资日期为2017年7月28

日。 

2017年7月31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胥雪瑾参

加会议，并形成决议如下：同意接收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荣煦商务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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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1日，原股东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胥雪瑾与新股东上海

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召开股东会，

并形成决议如下： 

1）本次股东会召开前，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 90% 

胥雪瑾 100 10% 

合计 1000 100% 

2）全体股东均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a）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 500万元出资额；b）上海荣广

商务中心有限公司认缴 350 万元出资额；c）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认缴 150 万元出资额。新增注册资本出资形式全部为货币，实缴出资日期

为 2017年 7月 31日。 

3)新增认缴出资额完成后，新一届股东会由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胥

雪瑾、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组

成。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丹谷投资 1,400 70% 

胥雪瑾 100 5% 

荣广商务 350 17.5% 

荣煦商务 150 7.5% 

合计 2000 100.00% 

4）全体股东同意变更公司名称为：“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全体股东同意变更经营范围为：“在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

企业营销策划；动漫设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设计、

制作各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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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不变。 

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上咨会验 2(2017)第 032号”《验资报告》，审

验结果为：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止，公司收到丹谷投资、荣广商务、荣煦商务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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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1300 万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 

丹谷投资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1150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650 万元；荣广商务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

币 805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35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455万

元；荣广商务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345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150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195万元。 

（二） 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1、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所持公司股本及占股本比例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购股份 

（万股）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丹谷投资 1400 1400 70.00 净资产 

2 荣广商务 350 350 17.50 净资产 

3 荣煦商务 150 150 7.50 净资产 

4 胥雪瑾 100 100 5.00 净资产 

 2000 2000 100 / 

2、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1）公司的设立 

如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

结构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不存在纠纷及风险。 

(2)公司2017年12月增加注册资本 

公司于2017年12月16日召开了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利用闲

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加为 2550 万元，即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550

万股，以 2.3元/股的价格进行认缴，具体认缴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购股数 

（万股）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日期 

1 丹谷投资 100 230 货币 2017-12-31 

2 荣广商务 450 1035 货币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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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购股数 

（万股）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日期 

合计 550 1265 / /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丹谷投资 1500 58.8235 

2 荣广商务 800 31.3725 

3 荣煦商务 150 5.8824 

4 胥雪瑾 100 3.9216 

合计 2550 100.00 

2017年12月27日，兴华会计师出具（2017）京会兴验字第60000012号《验资

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12月26日止，公司已收到丹谷投资缴纳的认购股款人民

币230万元；荣广商务缴纳的认购股款人民币1035万元，总计认购股款人民币1265

万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500万元，剩余人民币71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未发生股本演变。 

（三） 公司股权质押及其他第三方权利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出具的《关于所持股份无权利限制的承诺书》及

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未设定质押等担保，不存在被冻结或第三

方权益等任何权利限制情形；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公司持有的该等股份的权利亦

不会因担保、冻结或其他第三方权益等受到任何限制；公司股东持有的该等股份

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亦不存在权属纠纷和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股东历次出资真实、充足，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不存在出资

瑕疵。 

2、公司历次增资均已召开了股东（大）会，历次增资的议案均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均核发了增资后的营业执照，历次增资均依法履

行法定程序、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程序

完备，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减资事项。 

3、公司及公司前身历次股权转让依法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权转让

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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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必要程序、合法合规，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纠纷

及潜在纠纷。 

4、根据公司现有股东的确认，公司不存在也未曾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公

司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股东或实际支配的股东持有公司的

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八、公司的对外投资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

存在对外投资情形，未拥有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 

九、公司的业务 

（一） 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目前的经营范

围为：在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动漫设计；电子商务；设计、制作、

发布各类广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园区与写字楼业主

提供咨询策划、招商租赁及配套增值服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发给公司的营业执照规定的内容之内。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范围的变更 

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的经营范围发生过如下变

更，但并未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2015 年 10 月 22 日，置荟谷有限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咨询、商务咨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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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咨询除经纪）；企业营销策划；会展会务服务；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计算机网络、电子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及配件的销售；房地产经

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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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 23 日，置荟谷有限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在信息科技、电子科技、

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房地产经纪；

房地产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动漫设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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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从事信息科技、电子科技、

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房地产经纪；

房地产咨询；动漫设计；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8 年 3 月 8 日，公司经营范围未

发生变更。 

（二） 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经公司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业务均在中国大陆进行，未有在中国大

陆之外开展经营活动。 

（三） 公司的业务资质 

1、公司已取得资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取得如下相关行政许可

及资质证书：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 
沪 B2-20170104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2017.05.22 

2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

企业备案证书 

沪房管经（宝山）第

0456 号 

上海市宝山区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7.10.30 

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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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除上述资质许可及备案外，公司从事经营业务不存在特许经营的情形，无

需办理业务相关的经营许可和认证。 

2、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发给公司的营业执照规定的内容之内，且公司已办理经营业务所需的经营许可和

认证，公司已取得的资质均在有效期内，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

资质的情况。 

（四） 技术与研发 

1、公司所取得的技术系其拥有的著作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一、公

司的主要财产”）。经核查，公司所拥有的著作权由公司自行独立开发取得，该

等著作权不存在质押的情形。 

经公司确认，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不涉及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职务作品、

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纠纷而产生

的诉讼或仲裁。 

经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人员确认，表明：“一、本人

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二、本人不存在有关上

述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三、本人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

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取得技术不涉及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职务作

品，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不存在竞业禁止的问题。 

（五） 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其变更 

1、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 “为各类园区与写字楼业主提供咨询

策划、招商租赁及配套增值服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营业

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 6,178,326.34元和 8,372,182.82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0%和 1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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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主要关联方、关联关系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为丹谷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胥雪瑾。（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追溯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2、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序号 关联方姓名 关联关系 

1 胥荣庆 胥雪瑾之父 

2 陈菊萍 胥雪瑾之母 

3 李济川 胥雪瑾配偶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主体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股企业 

2 上海航星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3 上海华滋荣广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5 上海荣浦盛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6 上海工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间接持股 50%的企业 

7 
上海荣远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

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并任该企业董事长 

8 上海杰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9 上海睿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与陈菊萍共同控制的企业 

10 上海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与陈菊萍间接持股 50%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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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海城市概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12 上海荣设置业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13 上海瑞金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14 上海荣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与陈菊萍共同控制的企业 

15 
上海集创厢新创意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胥荣庆间接控制的企业 

16 上海玛瑞迪百货有限公司 胥荣庆与陈菊萍控制的企业 

17 上海衣海仁家服装有限公司 陈菊萍控股的企业 

18 上海色织三厂 胥荣庆控制的个人独资企业 

19 上海星勤工染织厂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20 上海宏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控制的企业 

21 
上海慧嵘旅游有限公司 胥荣庆通过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持股 45%的企业 

22 上海哲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济川持股 100%的企业，且担任总经理

及执行董事 

23 
上海云丹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李济川出资比例 99.9%企业，并担任普

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24 
上海云间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李济川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的企业 

25 上海创造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胥雪瑾控制的企业 

4、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荣广商务、荣煦商务。（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追溯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5、其他主要关联方 

（1）其他主要法人关联方 



 法律意见书 

33 
 

序号 关联方姓名/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睿置城市概念众创空间管

理有限公司 
胥荣庆间接参股企业 

2 上海荣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菊萍任董事的企业 

（2）其他主要自然人关联方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均属于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的自然人关联方，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

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六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6、关联方基本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它重要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2245894Q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 691 号 6 楼 620-621 室 

法定代表人 胥荣庆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商住楼租赁，承接洗衣整烫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危

险品除外），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百货，服装，

工艺品，棉布和色织布的销售，不动结构的室内装潢，经济信息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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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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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 

（2）上海睿置城市概念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睿置城市概念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MA1G812C00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 338 幢 

法定代表人 朱欣晔 

注册资本 3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创客空间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实业投资，展览展示服务，软件开发、

设计、销售，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

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营销策划，会展服务，建筑装饰

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会务服务，创

意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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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 

营业期限至 2045 年 11 月 19 日 

（3）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2245894Q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 691 号 6 楼 620-621 室 

法定代表人 胥荣庆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商住楼租赁，承接洗衣整烫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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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品除外），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百货，服装，

工艺品，棉布和色织布的销售，不动结构的室内装潢，经济信息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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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 12 月 1 日 

营业期限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 

（4）上海航星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航星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767939582C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 258 弄 27 号 2 幢 306 室 

法定代表人 朱欣晔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商住楼委托租赁、代收洗涤用品、整烫服务、室内装

璜、经济信息咨询（除经纪），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五

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百货、工艺品、针纺织品的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4 年 10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至 2034 年 10 月 17 日 

（5）上海华滋荣广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华滋荣广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0820064728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2816 号 17 幢 105 室 

法定代表人 沈岚 

注册资本 26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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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商务信息咨询；房产信息咨询（除经纪）；旅游咨询（不得从事

旅行社业务）；财务咨询（除代理记帐）；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人力资源咨询（除经纪）；创业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展服务；酒店管理；室内装潢服务；物业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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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0 月 28 日 

营业期限至 2028 年 10 月 27 日 

（6）上海荣浦盛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浦盛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797093231T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 101－A 室 

法定代表人 胥荣庆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物业管理，仓储，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以上咨询除经纪），室内装潢；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百

货、服装、工艺美术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7 年 1 月 30 日 

营业期限至 不确定期限 

（7）上海荣奥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奥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45234720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 411（B）号 20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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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何一凡 

注册资本 30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装潢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品），五金交电，百货，服

装，针纺织品，汽车配件，工艺美术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企

业形象设计，商务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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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9 月 4 日 

营业期限至 2037 年 9 月 3 日 

（8）上海工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工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MA1G893F3U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 355 幢 

法定代表人 朱欣晔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停车场库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自有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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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10 日 

营业期限至 2036 年 10 月 9 日 

（9）上海荣远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远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63022659X9 

住所 上海市东江阴街 89 号 301 室 

法定代表人 胥荣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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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500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及服务，房地产咨询服

务，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品除外），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

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6 年 4 月 12 日 

营业期限至 2026 年 1 月 7 日 

（11）上海杰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杰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791459327K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长顺路 11 号 507 室 

法定代表人 朱欣晔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室内装潢，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材、服装、办公用品销

售，停车场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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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7 月 31 日 

营业期限至 2026 年 7 月 30 日 

（12）上海睿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睿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695808806L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 425 幢 

法定代表人 朱欣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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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6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与咨询（除经纪）；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仓

储；经济信息咨询（不得从事经纪）；室内装潢；停车场（库）经

营；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服装、办公用品的销售；企业营销策

划；会展服务；室内装潢设计；广告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

布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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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0 月 21 日 

营业期限至 2039 年 10 月 20 日 

（13）上海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5588145803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 3585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才明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旅客住宿；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投资

管理咨询（以上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企业营销策划，会展会务服

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服装、办公用品的销售；停车场库经

营，建筑装饰工程施工，通信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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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 月 23 日 

营业期限至 2060 年 7 月 22 日 

（14）上海城市概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城市概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051298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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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 342 幢 

法定代表人 朱欣晔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计算机信息科技、计算机软件科技、计算机硬件科技、网络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投

资管理与咨询（除经纪），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仓储，经济信息

咨询（不得从事经纪），室内装潢，停车场（库）经营，企业营销

策划，会展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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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8 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2032 年 8 月 16 日 

（15）上海荣设置业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设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81561848474U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 999 弄 148 号 2 层 B01 室 

法定代表人 张艳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酒店管

理；企业形象策划；建筑装潢设计；建筑装饰工程；计算机网络工

程；建筑防水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水电安装；制冷设备维修；建

材、木材、电线电缆、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铝合金门窗、包装材

料、针纺织品、消防器材、卫浴洁具、陶瓷用品、办公用品、不锈

钢制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 年 01 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2038 年 0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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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上海瑞金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瑞金商务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729479845D 

住所 上海市肇嘉浜路 96 号 

法定代表人 朱欣晔 

注册资本 1200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停车场（库）经营管理，商务咨询，物业管理，日用百货、服装、

针纺织品、建筑装潢材料、工艺品的销售，商务楼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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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9 月 21 日 

营业期限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 

（17）上海荣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51345244835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长顺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 马秋林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仓储及管理；销售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除

贵稀金属），建筑装潢材料，百货服装，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附

设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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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1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 

（18）上海集创厢新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意见书 

42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集创厢新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MA1GL0PN52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顾北东路 575 弄 1-17 号 A 区 112-18 

法定代表人 沈岚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创意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

计算机技术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机械设备租赁；从事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及配件、

通信设备、通讯器材、实验室分析仪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办公用品及设备、工艺

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至 2036 年 10 月 17 日 

（19）上海荣侨保健服饰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侨保健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1021013982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赖义码头街 28 号 602 室 

法定代表人 李金良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服装，皮革制品，保健用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以上范围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2000 年 7 月 21 日 

营业期限至 2010 年 7 月 20 日 



 法律意见书 

43 
 

企业状态 吊销未注销 

（20）上海玛瑞迪百货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玛瑞迪百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1345312022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 1298 号 

法定代表人 孙颖 

注册资本 13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百货、服饰、化妆品、箱包、皮具、鞋类、钟表、眼镜、工艺美术

品、家用电器、家具、瓷器、针纺织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鲜

花的销售，摄影、婚庆礼仪服务，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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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1 月 13 日 

营业期限至 2037 年 9 月 30 日 

（21）上海衣海仁家服装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衣海仁家服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778510300L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4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红琦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服装服饰，鞋帽，日用百货，工艺品，纺织品，家用电器，金属材

料，通讯器材，化工原料（除危险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5 年 7 月 27 日 

营业期限至 2035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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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上海色织三厂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色织三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132521334H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局门路 468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 胥荣庆 

类型 个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 

机织棉布，机织棉混纺交织布，服装自产自销，来料加工，停车场

（库）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生产限分支机构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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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 6 月 10 日 

（23）上海星勤工染织厂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星勤工染织厂 

注册号 310115000415873 

住所 浦东新区东方路 3409 号 7 幢 203 室 

法定代表人 陈品兴 

注册资本 598 万人民币 

类型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色织布，色织布复制，棉布化纤布，服装，按上海市外经贸委

核定的进出口商品目录从事进出口商品业务，附设分支机构。 

成立日期 1997 年 5 月 5 日 

营业期限至 2023 年 3 月 19 日 

主管部门（出资人） 上海色织三厂 

（24）上海宏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宏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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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5515309215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汝南街 118 号 

法定代表人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收费，汽车配件、五金交电、金

属材料、化工原料（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办公家具、办公设备、

办公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收费，汽车配件、五金交电、金

属材料、化工原料（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办公家具、办公设备、

办公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 年 2 月 25 日 

营业期限至 2030 年 2 月 24 日 

（25）上海慧嵘旅游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慧嵘旅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1310101MA1FP93P71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汝南街 118 号 1 幢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张弘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旅游咨询，餐饮企业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摄

像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创意服务，广告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

网络科技、光机电一体化、环保科技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房屋建设工程施工，通讯建设工程施

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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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建设工程专项施工，环境工程建设工程专项设计，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电讯器材、通讯器材及设备、机械设

备、家居用品、文化用品、纸制品、包装材料、工艺品（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劳防用品、服装服饰、体育用品、健身器材、实验室

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至 2037 年 11 月 23 日 

企业状态 在营 

（26）上海荣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荣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684067694N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572 号 204 幢 438 室 

法定代表人 宋黎珍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与咨询，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企业营销

策划，会展服务，日用百货、家具的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

藏，不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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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2 月 5 日 

营业期限至 2029 年 2 月 4 日 

（27）上海创造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登记事项 内容 

名称 上海创造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56073255731 

住所 上海市长顺路 11 号荣广大厦 1202－12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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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沈昭 

注册资本 900 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各类软件的开发、设计、销售，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的销售，电子产品及设备的

设计与销售，信息系统集成与弱电工程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2 年 1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23 日 

（28）上海云间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云间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

码： 
913100005997196439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 572 弄 115 号 4 幢 15 号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济川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芯片、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设计、销售 

经营范围： 

芯片、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设计、销售，并提供相关领域内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通讯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2 年 7 月 4 日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主要关联方均符合《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关联方认定

的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应认定为主要关联方的均已纳入上述关联方之中，不存在

应认定为主要关联方而未认定为关联方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公司主要关联方的认定准确、披露全面，符

合《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存在为规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联方

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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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

容 

定价

方式

及决

策程

序 

2017 年 2016 年度 

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上海宏欣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商铺转租 

市场

价 
735,000.00 47.19 1,102,500.00 60.57 

上海荣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采购办公家

具 

市场

价 
9,320.00 0.60 - - 

合计     744,320.00  1,102,500.00 60.57 

2016年及 2017年公司存在向关联方上海宏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租入商铺的

情况，向其关联采购金额占公司采购金额比重分别为 60.57%、47.19%，2017 年

6 月公司已停止与其的业务合作。除此之外，公司存在向关联方上海荣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采购办公家具的情况，属于偶发性关联交易，且发生金额较小。 

经过对比宏欣物业将同地段商铺租给公司以及租给外部第三方麦当劳的价

格发现，宏欣物业将同地段的商铺转租给麦当劳的价格为 2.09 元/天/平方米，宏

欣物业转租给公司的价格为 1.88 元/天/平方米，为转租给外部第三方价格的

89.95%，差异较小，不存在明显偏低或偏高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公司向关联方

租赁商铺的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重大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的利益。此外，公司目前已停止与宏欣物业的合作业务，因此上述交易不

存在对股份公司的持续不利影响。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

容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

序 

2017 年 2016 年度 

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金额（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上海荣广商

务中心有限

公司 

招商代理业

务 
市场价 1,108,884.77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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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置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招商代理业

务 
市场价 1,053,547.15 13.23   

上海杰杨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 

招商代理业

务 
市场价 525,829.42 6.61   

上海华滋荣

广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招商代理业

务 
 13,381.13 0.17   

合计     2,701,642.47 33.94   

2016 年不存在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情况。 

2017 年公司存在向关联方上海睿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杰杨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华滋荣广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情况，向其关联提供劳

务的金额占公司销售金额比重合计为 20.01%。公司与上海华滋荣广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属于偶发性关联交易，且金额较小。 

公司与上海睿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杰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主要系公司向其下属的已进入运营期的商业写字楼及创业园区提供招商代理服

务，这两家公司均为荣广集团下属的物业管理公司，分别管理荣广集团下属的商

业写字楼、城市概念软件信息服务园，目前均已进入满租状态的运营期，因有一

定的置换率，因此产生招商代理服务的需求。由于 2016 年公司的业务开始步入

快速发展期，招商能力以及行业经验有了进一步提升，因此睿置投资以及杰杨物

业与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由公司通过办办网的平台为其进行招租代理。 

公司与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的合作业务主要系中设广场项目，中设广

场系中设集团上海国际货代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设集团国际货代公司”）

所开发的商业写字楼项目，置荟谷与其达成招商代理服务合作意向后，由于对方

系央企，希望由品牌知名度更高、资金实力更雄厚的企业来参与投标，因此由荣

广商务来参与中设广场独家租赁代理服务的招投标，经访谈确认，中设集团国际

货代公司知晓置荟谷与荣广商务的关联关系，亦知晓项目会由置荟谷实际承做，

中标后荣广商务与其签订了《中设广场·上海》独家租赁代理服务合同，后亦签

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对该合作关系进行确认，约定了权利义务关系，合同约定由置

荟谷执行合同义务，结算仍然由中设集团上海国际货代储运有限公司结算至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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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荣广商务再结算至置荟谷。通过项目组对银行流水的核查记录，中设集团

结算给荣广商务的金额，与荣广商务结算给中设集团的金额一致。因此，与上海

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的交易实质上是与第三方中设集团上海国际货代储运有

限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仅结算是通过关联方来进行结算。未来待中设广场的招

商期结束进入运营期后，将由置荟谷直接参与招投标，与中设集团重新签订服务

合同。 

经过对比公司向其他外部非关联方收取的佣金与公司给关联方提供招商代

理服务所收取的佣金发现，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招商代理服务所收取的佣金为月租

金的 2 倍，公司向其他外部非关联方收取的佣金一般为月租金的 1.5-4 倍，因此

公司向外部关联方收取的佣金不存在明显偏低或偏高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收取的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重大影响，没

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2、 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资金拆入 

关联方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元） 

期间拆入

（元） 

期间归还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元） 

上海丹谷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3,958,048.90 1,650,000.00 5,608,048.90 - 

上海荣煦商

务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3,450,000.00 3,450,000.00 -  

合计 3,958,048.90 5,100,000.00 9,058,048.90 - 

续上表： 

关联方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元） 

期间拆入

（元） 

期间归还

（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元） 

上海丹谷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12,358,048.90 1,550,000.00 9,950,000.00 3,958,048.90 

合计 12,358,048.90 1,550,000.00 9,950,000.00 3,958,048.90 

关联方资金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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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元） 

期间拆出

（元） 

期间归还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元） 

上海睿置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992,512.80 -  992,512.80 - 

上海荣广商务中

心有限公司 
1,507,614.36 -  1,507,614.36 - 

曹建成 88,000.00 - 88,000.00 - 

合计 2,588,127.16 - 2,588,127.16 - 

续上表： 

关联方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元） 

期间拆出

（元） 

期间归还

（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元） 

上海睿置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942,512.80 - 3,950,000.00 992,512.80 

上海荣广商务中

心有限公司 
7,507,614.36 - 6,000,000.00 1,507,614.36 

曹建成 - 96,000.00 8,000.00 88,000.00 

合计 12,450,127.16 96,000.00 9,958,000.00 2,588,127.16 

报告期内关联方睿置投资、荣广商务占用的资金均系报告期期初已形成的资

金占用，借款金额分别为 395.00万元、600.00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2年 7月

5日-2014年 12月 31日，借款利息为 10.68%，到期一次还本付息。2014年借

款合同到期后关联方由于资金周转的问题，未及时归还款项，截至 2016 年末，

关联方所拆借的本金已全部予以归还，并于 2017年 6月末支付了前期所欠利息

费用。 

除上述情形之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在有限公司阶段，存在关联方向有限公司借款的情况，具体借款金额详见本

法律意见书第十节/（三）关联交易之“2、关联方资金拆借”。由于当时有限公司

的法律风险意识不强及内控制度不完善，相关借款未履行关联交易的有关决策程

序。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关联方已将上述款项全部归还公司，并未再向公司

借款，不存在对股份公司持续经营的不利影响。2017 年 9 月 25 日股份公司召

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5年、2016年及 2017年 1-7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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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确认的议案》，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 2017 年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股东大会经审议确认公司与关联

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真实、合法、有效，该等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除上述情形之外，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

司制定并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

制度》等制度，逐步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 

2、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与制度 

经核查，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均未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上述关联交易发

生时，当时的公司章程未就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部分关联交易由

各股东协商确定，并未形成书面决议。但是，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7 月关联交

易的议案》，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7 年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确认了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

常发生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方式符合市场规律，遵循了自愿平等、诚实信用、

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没有明显偏离市场独立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价格，该

等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各股东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管理层出具了《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确认上述关联交

易未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并承诺对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关

联资金往来行为，将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予以规范。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关联交易的管理，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已制定并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其它相关内部管理制

度对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如下规定：  

（1）《公司章程》关于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决策程序的规定如下：  

“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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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各种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给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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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金、资产

及其他资源不被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如出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协助、纵容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应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予以

罢免。 

如发生公司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

形，公司董事会应立即以公司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股东及其关联方所占用

或转移的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以及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冻

结。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能对占用或转移的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恢复原

状或现金清偿的，公司有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程序，通过变

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偿还所占用或转移的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第三十八条 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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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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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前款各项担保事项时，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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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或者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出席股东大

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法律意见书 

54 
 

第三十九条 股东大会对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且高于人民币 100万元的关联交易及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配偶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下列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一）交易对方；  

（二）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  

（三）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四）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五）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六）在交易对方任职，或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位或

者该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的（适用于股东为自然人的）； 

（七）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

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影响的；  

（八）中国证监会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认定的可能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自然人。 

公司股东大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投票前，提醒

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第七十四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

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关联股东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一） 由关联关系股东或其他股东提出回避申请； 

（二） 由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决议决定该股东是否属关联股东并决

定其是否回避； 

（三） 关联股东不得参与审议和列席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四） 股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在扣除关联股东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后，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按本章程的相关规定表

决。 

第一百零三条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关联

董事回避后董事会不足法定人数时，应当由全体董事（含关联董事）就将该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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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等程序性问题作出决议，由股东大会对该等交易作出相

关决议。 

前款所称关联董事包括下列董事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 

(一) 交易对方；  

(二) 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  

(三) 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四) 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五) 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六) 在交易对方任职，或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位或

者该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的； 

(七) 中国证监会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认定的可能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自然人。 

第一百一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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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的，应将该

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就规范和减少

关联交易出具《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 

一、本人/本公司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本人/本公司或本人/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下简称“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本公司或本

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份公司

章程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与股份公司签订

关联交易协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

价格或收费标准，以维护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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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人/本公司保证不利用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本公司或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保证不利用本人/本公司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和影响，违规占用或转移公

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或要求股份公司违规提供担保。  

四、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并在股份公司存续且依

照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定本人/本公司被认定为股份公司关

联方期间内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成立前，公司尚未制定规范的关联交

易制度，该阶段的关联交易事项事后由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予以确认；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制定了完整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严格执行相关

制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就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出具相应的承诺函。公司防范关联方占用资源（资金）的制度完善，

且执行有效，公司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已得以规范。 

（三） 同业竞争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1）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丹谷投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公司的发起人及股东”之“（一）

公司的发起人”。 

丹谷投资的主营业务为企业投资管理、商业写字楼出租及其物业管理，系公

司行业的上游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类型、客户对象等方面与公司均有较大差别，

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为避免与公司潜在的同业竞争，丹谷投资已出具

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上海云间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云间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

码： 
913100005997196439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 572 弄 115 号 4 幢 15 号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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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法定代表人： 李济川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芯片、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设计、销售 

经营范围： 

芯片、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设计、销售，并提供相关领域内的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通讯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2 年 7 月 4 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云间半导体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79.00 68.59 

2 上海行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0.00 9.89 

3 李济川 100.00 5.82 

4 
上海云丹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 5.82 

5 上海哲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5.82 

6 章涌涛 64.4 3.74 

7 章师睿 5.6 0.32 

合计 2,000.00 100.00 

云间半导体的主营业务为芯片、半导体材料的研发、设计、销售，在产品和

服务类型、客户对象等方面与公司均有较大差别，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为避免与公司潜在的同业竞争，云间半导体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 

3）上海创造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创造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

码： 
913101056073255731 

住所: 上海市长顺路 11 号荣广大厦 1202－1203 室 

法定代表人： 沈昭 

注册资本： 9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软件开发及销售 

经营范围： 
各类软件的开发、设计、销售，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的销售，电子产品及设备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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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销售，信息系统集成与弱电工程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1992 年 12 月 24 日 

截至本说明书出具之日，创造软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9.00 51.00 

2 沈昭 137.00 15.22 

3 厦门市清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 10.00 

4 刘智平 70.00 7.78 

5 上海行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4.00 6.00 

6 董磊 35.00 3.89 

7 张帅 35.00 3.89 

8 张春萍 20.00 2.22 

合计 900.00 100.00 

创造软件的主营业务为软件开发及销售，在产品和服务类型、客户对象等方

面与公司均有较大差别，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为避免与公司潜在的同

业竞争，创造软件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1）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如前述。 

2）上海荣煦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丹谷投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公司的发起人及股东”之“（一）

公司的发起人”。 

荣煦商务设立拟作为公司未来进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除投资置

荟谷外未投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为避免与公司潜在的同

业竞争，荣煦商务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除上述已披露的企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外无其他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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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外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除公司董事长胥雪瑾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外无其他控制

或投资的企业。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安排 

公司实际控制人胥雪谨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其声明、

承诺并保证： 

（1）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

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将不直接或间接开

展对公司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

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

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营销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控制的企业若拟出售与公司生

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人

承诺自身、并保证将促使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

给予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件。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本

人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将不与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可能

与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发生竞争的，本人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按

照如下方式退出竞争：A、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B、停止

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C、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公司来经营；

D、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本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或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以及辞去上述职务六个月内，本承诺为有效承诺。  

（5）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

和足额的赔偿。” 

公司控股股东丹谷投资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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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并保证： 

（1）本公司及本公司投资或关联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置荟谷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将不直接或间接开

展对置荟谷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或拥有与置荟谷存在同业竞

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

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2）如本公司或本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存在任何与置荟谷主营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

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置荟谷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3）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反以上承诺而给有限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4）本承诺函在本公司对置荟谷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期间内持续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函系公开承诺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承诺函的内容全面且清晰，承诺函的内

容和形式均合理合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行为，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已采取了有效措施避防止因同业竞争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十一、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 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及使用权 

1、房屋租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正在履行的租赁房屋合同如下： 

承租人 产权人 位置 
面积 

（M2） 
用途 

月租金 

（元） 
租赁期限 

置荟谷 

上海三航奔

腾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市逸仙

路 2816 号

“华滋奔腾

大厦”A 栋

12 层 01、

02 室 

530.95 办公 

第一、二

年：每月

27454 元，

年租金

329448

元； 

第三年：

每月 28827

2014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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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租

金 345924

元 

置荟谷 章 XX、徐 XX 
淞发路 901

弄 1 号 
67.51 

商业

（店

铺、办

公） 

月 租 金 税

前 3650 元，

物 业 管 理

费 438.8 元

/元，税后合

计 4150 元。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19

年 9 月 26 日 

置荟谷 

浙江中交通

路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市莫干

山路 1418-

66 号 2 幢 9

层 906 室 

81.48 办公 

月 租 金

3470 元；物

业 费 月 标

准为 3.5 元

/ M2 

2018 年 1 月 5

日至 2020 年 1

月 4 日 

（二） 知识产权 

1、注册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 

注册号 
商标注册名称 注册人 

国际分类

号 

有效期限

至 

取得方

式 

1 13956482 

  

置荟谷有限 第 36 类 2025-02-27 原始取得 

2 13956452 

 

置荟谷有限 第 35 类 2025-03-06 原始取得 

3 13414900 

 

置荟谷有限 第 36 类 2025-02-06 原始取得 

4 13414875 

 

置荟谷有限 第 35 类 2025-01-27 原始取得 

2、软件著作权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情况如下： 



 法律意见书 

62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登记日期 取得方式 

1 
置荟谷办办网软件 

[简称：办办网]V1.0 
2014SR027547 2014-03-06 原始取得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软件著作权，保

护期为 50 年，截止于软件首次发表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目前上述两项软

件著作权在法律规定的有效保护期限内，且权利范围皆为全部权利，系原始取得，

处于正常实际使用状态。 

3、域名 

序号 域名 域名持有者 审核通过时间 

1 51banban.com 

上海置荟谷信息技

术股份公司 
2017-12-06 

2 sosooffice.com 

3 51banban.com.cn 

4 51banban.cn 

4、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

的软件著作权不涉及及其他单位的职务作品、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纠纷而产生的诉讼或仲裁。 

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确认，表明：“一、本人不存

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二、本人不存在有关上述竞

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三、本人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

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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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诉讼、仲裁情

况进行了检索（受限于中国境内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诉讼、仲裁相关信息查询系

统），截至 2018 年 2 月 5 日，未发现公司因知识产权纠纷而产生的诉讼、仲裁纠

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知识产权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或

权属不明的情形，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存在对他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资

产、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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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

办公设备，根据公司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不存在产权

纠纷的情形。 

（四） 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五） 主要财产的产权状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明确、清晰，目前不存

在重大权属纠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部分资

产所登记的权利主体仍为置荟谷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更名至股份公司名下的相关

手续。本所律师认为，鉴于公司系由置荟谷有限变更而来，公司有权依法全部承

继置荟谷有限的资产，公司办理相关更名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公司拥有或使用

该等资产不存在法律障碍，不会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 

2、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资产产权共有的

情形，不存在对他方重大依赖的情形，如法律意见书“五、公司的独立性”所述，

公司资产、业务独立。 

十二、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业务合同 

1、销售合同 

选取涵盖报告期前五大客户签署的重大业务合同，具体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相对方 结算方式 

签订或有效时

间 
履行情况 

1 

委托运营

管理协议

书 

上海三航奔腾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每个租赁年度，双方协

商制定全年项目租金收

入目标，年度根据租金

收入的实际情况，按照

年初制定标准支付给置

荟谷服务费。 

签 订 于

2013.08.28 ，

委托运营管理

期限为 12 年，

自交房之日起

算。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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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托运营

管理协议

书 

浙江中交通路

建设有限公司 

客户月租金的 200%作为

佣金 

2015.10.1-

2016.12.31 
履行完毕 

3 

合作协议

（租赁代

理） 

上海睿置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按首轮 2 个月租金标准

支付佣金 

2017.1.1-

2018.12.31 
正在履行 

4 
租赁代理

合同  

上海泗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如在招商期内完成计划

指标 100%,则按该单元

租赁合同给定的首年第

1 个月的租金之 200%标

准支付佣金。如在招商

期内未完成计划指标，

则按该单元租赁合同给

定的首年第 1 个月的租

金之 150%标准支付佣

金 

2016.03.01-

2016.08.31 
履行完毕 

2017.03.01-

2018.02.28 
正在履行 

5 

合作协议

（租赁代

理） 

上海杰杨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按首轮 2 个月租金标准

支付佣金 

2017.1.1-

2018.12.31 
正在履行 

6 
房屋租赁

合同 

上海顺品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月租金为 76381 元  

2016.07．11-

2020.07.10 
履行完毕 

7 
房屋租赁

合同 

上海满得福餐

饮有限公司 
月租金为 69592 元。 

2016.06．11-

2018.07.10 
履行完毕 

8 

独家租赁

代理合同

之补充协

议（一） 

上海荣广商务

中心有限公司 

参照中设集团上海国际

货代储运有限公司与上

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

司的结算依据结算 

2018.1.8-

2010.3.31 
正在履行 

9 
租赁代理

合同 

上海九干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招商期内完成计划指

标 100%，按与客户签署

的该单元正式租赁合同

约定的首年第 1 个月租

金之 150%标准支付佣

金；2）如置荟谷在一个

招商阶段内末完成量化

指标，按与客户签署的

该单元正式租赁合同约

定的首年第 1 个月租金

之 130%标准支付佣金。

（剩余 20%的佣金待完

成下一个招商阶段的量

化指标后一并支付，如

下一阶段的量化指标置

荟谷仍未完成，则剩余

20%佣金不予支付） 

2017.7.12-

2017.12.31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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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海顺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满德福餐饮有限公司租赁合同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

提前终止。 

 

2、采购合同 

公司的采购主要为转租租赁业务、中介服务等，选取报告期内单个金额在 3

万元以上的合同为重大采购合同，具体如下： 

序

号 
供应商 采购内容 合同期限 

合同金额

（元） 
履行情况 

1 
上海宏欣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2016.4.1-2019.6.30 

年租金103万

元，按季度支

付 

已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 协 议 终

止履行 

2 
上海恒驰广告有限

公司 
招商宣传 2016.11.1-2018.10.31 

按实际完成的

工作内容结算 
正在履行 

3 
上海宏顺房地产经

纪事务所 
中介服务 2016.07.31 前 佣金 42601 元 履行完毕 

4 
杭州东正房产代理

有限公司 
中介服务 2016 年 11 月 佣金 51009 元 履行完毕 

5 

北京好租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中介服务 2017 年 9 月 
佣金 69,220.75

元 
履行完毕 

6 
上海铭宗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中介服务 2017.12.31 前 

佣金 64872.67

元 
履行完毕 

注：公司与上海宏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同已经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提前终止。 

3、租赁合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正在履行的租赁房屋/土地合同详见本法律

意见书之“十一、公司的主要财产/（一）房屋/土地租赁”。 

（二） 侵权之债 

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

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相互担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期内除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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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

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应付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清楚，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限制性规定的情形。 

十三、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至今无合并、分立、资产置换、重大资产

剥离的行为；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至今发生过两次增资扩股，详见本法律

意见书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二）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二）根据公司说明并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无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

产剥离、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 

十四、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业经全体发起人共同制定，并

经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审议通过，其制定程序和内容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550 万元，同时将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将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四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50 万元。将

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四条修改为：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面

值人民币 1 元，股份总数 2550 万股。”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公司设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章程的制定已

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具备公司章程生效的法定条件，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

及其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二） 公司本次挂牌后生效的章程 

经查验，公司目前为非公众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通过并

生效的《章程》及《章程修正案》，系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特别规定制定。 



 法律意见书 

67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挂牌后生效的章程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五、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 

根据公司的组织机构图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根据《公司法》及其章程的

规定，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机构，并聘请了总经理、

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上述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重要制度文件 

2017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制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和《关于制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的职权，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包括通

知、提案的审议、投票、计票、会议决议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公告等作

出明确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合法召开并决策。 

《董事会议事规则》对董事会的职权，召集、召开、主持、表决和提案的提

交、审议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确保董事会高效运作和合法决策。 

《监事会议事规则》对监事会的职权，会议通知，议事程序、决议规则等作

出明确规定，确保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职责。 

此外，公司还依法通过了《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办法》《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重要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符合《公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资料，公



 法律意见书 

68 
 

司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十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1、董事 

公司现任第一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5 名，分别为胥雪瑾、曹建成、应佩蓉、沈

岚、孙颖，董事长为胥雪瑾。公司董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三年。

公司现任董事的情况如下： 

（1）胥雪瑾，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 年 12 月出生，硕士

学历；2004 年 9 月至 2008 年 5 月，就读于复旦大学；2008 年 9 月至 2010 年 5

月，就读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2011 年至 2012 年 7 月，于上海荣广商务中

心有限公司从事市场研究员工作；2012 年 7 月至今，于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任总经理，并担任上海置荟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长任期三年，

自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2019 年 8 月 24 日。 

（2）曹建成，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 年 11 月出生，学士

学历；2003 年 9 月至 2007 年 7 月，就读于复旦大学。2007 年 8 月至 2009 年 4

月，于上海贞安精硕广告有限公司从事媒介顾问工作；2009 年 5 月至 2012 年 6

月，于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担任招商经理；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

于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招商总监；2014 年 4 月至 2014 年 9 月，于上

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于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于上海置

荟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3）沈岚，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 年 6 月出生，学士学

历；2001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就读于同济大学。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3 月

就职于上海泰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任员工；2006 年 4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荣广

商务中心有限公司，任副总裁；2017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4）孙颖，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 4 月出生，毕业于

上海财经大学，大专学历。1989 年 8 月至 1991 年 7 月，于上海西凌家宅小学从



 法律意见书 

69 
 

事教师工作；1991 年 7 月至 1995 年 11 月，于美国德州仪器公司驻华办事处担

任幼教部经理；1995 年 11 月至今，于上海荣广商务中心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副总裁。 

（5）应佩蓉，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 年 6 月出生，毕业

于上海电视大学，大专学历。1979 年 3 月至 1994 年 9 月就职于上海求新造船

厂，任会计；199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就职于上港集团龙吴分公司，任会计；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9 月就职于有限公司，任财务主管；2017 年 10 月至今任

股份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 

2、监事 

公司现任第一届监事会共有监事 3 名，分别为龚佩、张来娣、郝妍燕，监事

会主席为龚佩。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由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三年。公司现任监事的情况如下： 

（1）龚佩，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 年 11 月出生，毕业于

巴黎高等管理学院，研究生学历。1990 年 9 月至 1994 年 7 月，就读于上海外国

语学院。1997 年 5 月至 2001 年 11 月就职于上海迪盛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任

行政人事主管；2004 年 9 月至 2010 年 1 月就职于上海海外进出口有限公司，任

海外业务部采购；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职于时空色彩（苏州）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任市场部经理、行政人事经理；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就职于有

限公司，任人事主管；2017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 

（2）张来娣，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 年 10 月出生，毕业

于协昌缝纫机厂技校，中专学历。1979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就职于上海协昌缝

纫机厂，任打字员；2005 年 6 月至 2009 年 5 月就职于上海荣远房地产开发经营

有限公司，任销售人员；2009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丹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任出纳；2017 年 10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监事。 

（3）郝妍燕，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 1 月出生，本科

学历；2005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0 月，就读于东华大学拉萨尔设计学院。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于上海全筑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从事行政专员工作；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7 月，于古美社区学校从事社工工作；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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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于少年科学院科普基地从事市场专员工作；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

于鼎瀚中医门诊部从事行政企划工作；2014 年 8 月至今，于上海丹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3、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两名，分别为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曹建成，财务总监

应佩蓉，均由董事会聘任，每届任期三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如下： 

（1）曹建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本意见书“十六、（一）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之 1、董事”。 

（2）应佩蓉，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本意见书“十六、（一） 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之 1、董事”。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及合法合规情况 

1、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公司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规定之情形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义务的情形； 

（3）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4）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 

（5）最近两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

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6）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 

（7）最近两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 

（8）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 

（9）在公司任职违反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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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律师检索了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http://www.csrc.gov.cn/pu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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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disclosure/listedinfo/credibility/condemn/index_old.shtml）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main/disclosure/bulliten/cxda/cfcfjl/）

公开谴责的公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3、本所律师通过查询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zhix

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shixin.c

ourt.gov.cn/index.html）等网站公示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

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4、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住所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

报告期内该等人员无违法犯罪记录。 

5、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截至声明出具之日，

该等人员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案件和纠纷。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违反所兼职单位的任职限制，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

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的情形，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三）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1、近二年公司董事变动情况 

变动前 变动时间 变动后 

胥雪瑾（执行董事） 2017 年 9 月 25 日 
胥雪瑾（董事长） 

曹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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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佩蓉 

沈岚 

孙颖 

2、近二年公司监事变动情况 

变动前 变动时间 变动后 

沈岚 2017 年 9 月 25 日 

龚佩（监事会主席） 

张来娣 

郝妍燕 

3、近二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变动前 变动时间 变动后 

胥雪瑾（总经理） 2017 年 9 月 25 日 

曹建成（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应佩蓉（财务负责人）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在股份公司成立时选举了董事会成员，

聘任了新的董事；新成立了监事会，并选举了监事会主席和职工监事，满足《公

司法》、《公司章程》对监事会治理的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多在公司任职时间较

长。公司在内部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曹建成为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

应佩蓉为财务负责人。曹建成在公司任职时间较长，长期以来主管公司业务开拓

及接洽。为加强公司的财务规范和管理规范，公司于 2016 年底引入应佩蓉作为

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从应佩蓉的个人经历看，其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财务规范管理水平，提高规范治理意识。上述管理层人员的变化，有利于公司

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公司经营方针明确，运营管理保持稳定，已经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上述变动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变化对本次挂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四）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诚信状况的声明》，上述

人员声明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最近二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2.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

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3.最近二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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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4.个人负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

偿债务，或者未偿还经法院判决、裁定应当偿付的债务，或者被法院采取强制措

施，或者受到仍然有效的法院判决、裁定所限制；5.曾因犯有贪污、贿赂、内幕

交易、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挪用财产、侵占财产罪或者其他破坏社会主义

经济秩序罪而受到刑事处罚；或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6.曾担任因经营不善破

产清算、关停并转或曾有类似情况的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或厂长、经理；7.

曾担任因违法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8.挪用公司资金、

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9.违反公司章程的

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

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10.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

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11、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

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

职公司同类的业务；12.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13.擅自披露公司

秘密；14.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15.具有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

况。” 

（五） 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 4 人，具体情况如下： 

俞剑峰：男，1982 年 7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工

商学院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6 月就职于仲

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任资产与设备管理部物业顾问；2004 年 9 月至 2007 年 4

月，就职于上海康桥半岛集团有限公司，任置业顾问、销售部主管；2007 年 6 月

至 2010 年 7 月，就职于上海主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任项目销售经理；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5 月，就职于上海天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任项目现场经理；

2014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置荟谷，任项目部主管。 

陈琳枫：女，1987 年 8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东政

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0 月就职于上海市雇员人

才服务中心，任文员；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5 月就职于上海阁敦思工业服务

外包有限公司，任网站运营主管；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就职于嘉漾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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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上海）有限公司，任产品运营；2016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置荟谷，任运营部主

管。 

葛丽倩：女，1987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心理学专业，本科学历。2009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就职于

上海扬讯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14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就职于北京移数通电讯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就职

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15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就职于嘉

漾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16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置荟谷，任

产品部主管。 

张赛兵：男，1990 年 10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

经济科技专修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学历。2012 年 5 月至 2012 年 9

月就职于上海悦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任软件开发工程师；2012 年 9 月至今就

职于置荟谷，任技术部主管。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动。 

（六）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竞业禁止 

1、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关于该等人

员未曾与原任职单位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或具有类似法律效力文件的承诺函以及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董监高、核心技

术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有关上述

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了《关于竞业禁止/

侵权纠纷的声明》，声明其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

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可以合理预期的未来产生纠纷的可能，并承诺若违反

上述声明，对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实际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全额予

以赔偿。 

根据上述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以及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本所律师未查询到公司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涉

诉信息，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董监高、核心技

术人员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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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十七、公司的税务 

（一） 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1、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

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2017 年度 
2016 年

度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

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收

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

扣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6.00%、5.00% 3.00% 

营业税 计税销售额 不适用 5.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增值税、营业税 5.00% 5.00% 

教育费附加 实缴增值税、营业税 3.00% 3.00%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缴增值税、营业税 2.00% 2.00% 

河道工程修建维

护管理费 
实缴增值税、营业税 

1.00%（2017 年

4 月之前适用） 
1.00%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00% 25.00% 

注：（1）根据财税〔2016〕36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

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公司原计缴营业税的主要业务改为计缴增值税。 

（2）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7〕20 号）的规定，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停征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 

（3）公司 2016 年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于 2017 年转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公

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及依据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 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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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及上海淞南经济发展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主要财政补贴政策为： 

序号 
补贴 

时间 

补贴金额

（元） 
政策或其他补助依据 

1 2017 年度 70,000.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管理委员会招商扶持 

2 2016 年度 20,000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管理委员会招商扶持 

合计 90,000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政府补贴真实、有效，未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

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 公司依法纳税的情况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宝山区

分局出具《证明》，证明公司能按期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未发现公司被涉

税处罚的记录。 

2018 年 2 月 8 日，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宝山区分

局出具《证明》，证明公司 2015 月 1 月至今，依法纳税，未发现偷税、漏税、欠

税、或未履行税款代扣代缴义务的情形，未发现因违反国家及本辖区有关税收的

法律、法规或其他任何税收相关事宜而被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上述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宝山区分局出具的

证明文件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

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八、公司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及安全生产 

（一） 公司的环境保护 

1、公司所处行业性质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

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相关规

定，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

工、石化、制药、轻工、纺织、制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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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管理层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

律师认为，公司业务不涉及重污染行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日常环保合法合规。 

（二） 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公司所处行业无需取得质量体系认证或其他认证。 

（三） 公司的安全生产 

1、安全生产许可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

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经核查，公司的业务不属于上述《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定的需要办理安

全生产许可的企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无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

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由

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建设项目。 

综上所述，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公司确认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

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

章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情况。 

十九、公司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 

（一） 劳动用工 

公司实行劳动合同制，按照《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员工按程序签订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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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员工按照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 

（二） 社保缴纳情况 

经核查公司员工花名册、社保缴纳凭证、工资单，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公司在册职工 58 人，其中：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53 人，公司均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3 人为退休返聘人员，1 人为公司聘请的顾问，1 人为公司临时劳务

人员，公司依法无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能够为全

体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三） 公积金缴纳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53

人，公积金缴存人数为 53 人。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依法为员工缴纳公

积金。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劳动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能够依

法为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公司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合法合规。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经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2、行政处罚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因公司网站广告宣传用语不当，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相关规定，被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出具了“宝市监案处字[2017]第 1302017107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处

以 10 万元罚款。公司已如数缴纳上述罚款，并改正了不当宣传行为，情节轻微，

未造成重大不利后果，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出具

了《证明》表示公司的“上述情况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根据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宝山分局

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审计报告》，公司

近 24 个月以来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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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行政处罚，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 

（二）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或行政

处罚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和承诺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该等人员住所地公安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

《个人信用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了中国证监会建立的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以及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影响公司

发展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三） 本所律师对已经存在的诉讼、仲裁的调查和了解受到下列因素的限

制： 

1、本所律师的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出的陈述和说明是按照诚实和

信用的原则作出的；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管辖的规定，并基于中国

目前法院、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程序和公告体制，在中国目前对诉讼和仲裁的案

件受理缺乏统一的并可公开查阅的信息公告系统的情况下，本所对于公司、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存在的重大法

律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核实尚无法穷尽。 

二十一、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公开转让说明书的编制与讨论，并审阅了公开转让说明书。 

本所律师认为，公开转让说明书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与本法律意见

书无矛盾之处。本所律师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无

异议，确认公开转让说明书不致因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已经取得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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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的有效批准和授权，具备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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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华 

祝跃光 
 孙绪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