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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  称  释  义 

股份公司、公司 指 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鼎信有限 指 安徽鼎信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鼎信造价 指 安徽鼎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妙亦管理 指 合肥妙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妙融管理 指 合肥市妙融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鼎信必慕 指 安徽鼎信必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招采 指 安徽安招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末数据 指 安徽本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中价联 指 中价联（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诚建设 指 马鞍山华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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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联讯证券 指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同华资产评估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合肥市工商局 指 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安徽省工商局 指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本次股票挂牌 指 股份公司申请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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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修
正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3 年 12
月 26 日修订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2013 年 12 月 30 日修改 

《基本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

用基本标准指引》，2017 年 9 月 6 日修订 

《推荐业务规定》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

务规定（试行）》，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施行 

《公司章程》 指 《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计报告》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出具的《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2018）京会兴审字第

09000249 号） 

《评估报告》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出具的《安徽鼎信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拟

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净资产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7）第

1151 号） 

《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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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指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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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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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恒 19F20170064-1 号 

致：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股份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股份公司的委托担

任其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

《推荐业务规定》、《基本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相

关规定出具。 

对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业务规则》、《管理办法》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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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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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票挂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就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及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同意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聘请的其他中介机构按照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的审查要求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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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所经办律师已经审阅了出具本《法律意见》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但对于审计、财务等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只作引用

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中

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保证，且对于这些内容经办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5.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股份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

明文件、证言以及经办律师对相关部门或人士的函证及访谈结果进行认定。 

6. 股份公司已保证其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全部有关

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

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 

7. 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股票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对本次股票挂牌相关

条件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票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股份公司董事会已批准实施本次股票挂牌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包括议案、决议及

会议记录等文件。根据核查结果，2018年1月8日，股份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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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议案》。 

（二）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已批准实施本次股票挂牌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包括会

议通知、议案、表决票及决议等文件。根据核查结果，2018年1月24日，股份公

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批准本次股票挂牌。同时，本次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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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议案》，根据议案内容，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就本

次股票挂牌授权董事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权利： 

1. 根据要求或规定，办理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所需的批复文件和核准手续等； 

2. 依据相关规定与中介机构签署协议； 

3. 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挂牌协议； 

4. 其他与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的工

作。 

（三）根据《管理办法》及《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份公司申请本次股

票挂牌尚需取得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1. 股份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申请挂牌的决

议，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相关决议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2. 股份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申请挂牌

的相关具体事宜，授权范围、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

效。 

3. 股份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尚待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核批准。 

二、 股份公司具备本次股票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股份公司依法设立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为鼎信有限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通过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目前持有合肥市工商局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3079J），根据该营业执照信息显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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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住所为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南港澳广场 A 区

办 19 层，法定代表人为陈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采购招

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工程咨询；城镇规划的编制与评

估；建设投资信息化技术研发；工程大数据开发应用；建设工程互联网管理平台

开发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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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份公司合法存续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份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本所律

师核查，股份公司目前不存在《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解散事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目

前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破产、解散的

情形，具备实施本次股票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股票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股份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股份公司系鼎信有限通过净资产折股的方式整体变更设立，设立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设立过程已由合肥市工商局核准，目前持

有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2．根据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验资报告》（[2017]京

会兴验字第09010035号），截止2017年12月20日，鼎信有限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

鼎信有限截止2017年10月31日的净资产折合为股份公司的股本合计人民币700万

元，由各股东按照其在鼎信有限的股权比例持有，折股后的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

积。 

3．鼎信有限成立于2006年5月23日，股份公司为鼎信有限以净资产折股的方

式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截至本《法律意

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已经存续满两年。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及《基本标

准指引》第一条第（一）、（二）项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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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份公司的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截至2018年4月30日，股份公司的主

营业务为工程造价咨询、招标采购代理、工程咨询等。股份公司现有主营业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股份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在环保、产品质

量、安全生产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的内容，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保持持续经营。股份公

司目前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生产经营的能力，不存在可预见的运营风险。 

3．根据《审计报告》的内容，股份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1-4月

的主营业务收入为44,613,552.97元、44,780,198.62元、14,583,488.28元，主营业

务的收入分别占其业务收入总额比例为100%、100%、100%，股份公司的主营

业务明确而突出。 

4．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股份公司设立以来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及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根据查验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

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

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其持续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及《基本

标准指引》第二条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条件。 

（三）股份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股份公司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公司法

人治理机制，制定了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

办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等公司管理制度。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相关的会议文件，股份公司已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及总经理负责的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并相应制订了与各

机构运行相关的议事规则和制度。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按照

现有制度规范运作，各项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各项制度的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并形成相应的决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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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由董事会聘任，在总经理的领导下按照股份公司已制定的

各项制度开展工作。 

    2.本所律师查阅了股份公司所在地与股份公司经营活动相关的各行政主管

机关出具的证明及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根据核查结果，股份公司能够依法开

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在最近24个月内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的行为，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或因存在违法、违规情形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形。 

    3.本所律师查阅了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梅出具的承诺，陈

梅已在该文件中确认其在最近24个月不存在以下情形： 

（1）受到刑事处罚； 

（2）受到与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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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承诺内容与本所律师的核查结论相符。 

    4．本所律师查阅了股份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

上述人员在承诺中确认其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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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承诺内容与本所律师的核查结果相符。 

    5.经本所律师进行现场走访及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内容，股份公司设有财

务部，财务部负责财务会计核算工作。根据《审计报告》的内容，股份公司现

行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及《基本

标准指引》第三条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条件。 

（四）股份公司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行为合法合规 

1.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鼎信有限成立以来的历

次股权转让行为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经

股东会决议通过，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股份公司通过鼎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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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整体变更的形式发起设立，发行股票的过程合法、合规；股份公司现有股东

均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资格，已发行股票的权属明

确，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2.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备置于合肥市工商局的档案及股份公司出具的

说明。根据核查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在最近36个月

内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股份公

司已发行股份700万股，在发行时全部由发起人认购。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和《基本

标准指引》第四条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条件。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1．股份公司已与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书》，约定由联讯证券为股份公司提供推荐股票挂牌并持续督导服务。 

根据联讯证券出具的《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尽职调查报告》，联讯证券

已完成针对本次股票挂牌的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确认股份公司符合挂牌条

件，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及《基本

标准指引》第五条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基本条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已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

定的关于申请股票挂牌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 股份公司的设立 

本所律师核查了股份公司备置于合肥市工商局的档案、股份公司的营业执

照。根据核查结果，鼎信有限通过净资产折股的方式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

过程如下： 

（一）股份公司设立的方式及程序均符合相关规定 

1.设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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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鼎信有限以2017年10月31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16,820,110.57元，按照2.4028729:1的比例折股，折合为股份700万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1元），9,820,110.57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有限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的注册资本为700万元，各发起人股东认股比例与原持股

比例相同。 

2.设立条件 

经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份公司具备《公司法》第 76 条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的条件，包括： 

（1）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为 5 名，分别为陈梅、李运清、贾勇军、妙亦管

理、妙融管理。陈梅为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居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李运

清为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居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贾勇军为中国公民，在

中国境内居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妙亦管理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

国境内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企业。妙融管理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

国境内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企业。 

（2）股份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 万元，符合股份公司章程规

定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 

（3）股份公司设立时已制定了《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经股份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2017 年 9 月 28 日，合肥市工商局核发了《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

书》（（皖工商）登记名预核变字[2017]第 3771 号），核准使用“安徽鼎信项

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企业名称。 

（5）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股份有限公

司应当具备的组织机构。 

（6）股份公司设立时拥有固定住所，位于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翡翠

路以西，金炉路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 层。 

3.设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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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 12 月 15 日，鼎信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鼎信

有限以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值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 20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全体发起人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设立的

相关议案，并且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 

（2）2017 年 12 月 26 日，合肥市工商局核准本次变更，并向股份公司核

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3079J）。 

（二）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签署的《发起人协议》合法有效 

2017 年 12 月 20 日，股份公司的全体发起人共同签署《安徽鼎信项目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该协议对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相关内容进行约定，

约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股份公司，并规定了公司的名

称和地址、经营范围、股本、发起人权利和义务等事项。该协议书符合《公司法》、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约定内容合法有效，未导致股份公司的设立过程产生

纠纷，也不会引致股份公司的设立过程存在潜在纠纷。 

（三）股份公司设立过程履行了必要的审计、评估程序 

1.审计程序 

2017 年 12 月 3 日，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2017）京

会兴审字第 09010098 号），确认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

为 16,820,110.57 元。 

2.评估程序 

2017 年 12 月 5 日，中同华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

报字（2017）第 1151 号），确认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股份公司净资产评

估价值为 2,065.92 万元。 

（四）股份公司创立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核查了股份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0日召开的创立大会的会议文件。

根据该次会议文件资料显示，股份公司全体发起人均出席了该次会议并依法行使

表决权，该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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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包括股份公司筹建工作、制定公司章程、

选举第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第一届监事会成员等，该等事项均是为设立股份公

司所必需的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成立方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股份公司以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依据折成股本，不存在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调整

的情形。股份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注册资本已经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股

份公司的设立过程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且已经工商机关核准，设立过程合法、

有效。 

五、 股份公司的独立性 

（一）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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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程造价咨询、招标采购代理、工

程咨询等。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规范运作，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和业务等方面均独立于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具备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 

（二） 股份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股份公司系由鼎信有限整体变更设立，鼎信有限的全部资产均已进入股份

公司，不存在产权争议（详见本《法律意见》之“十、股份公司的主要财产与

对外投资”）。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的资产，与股东的资产权属关系界定清

晰。 

根据股份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鼎信有限的相关资产均已移交予

股份公司，正在办理相关资产的过户、名称变更手续，该等手续的办理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股份公司对上述各项资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该等

资产均不存在潜在的权属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三） 股份公司的人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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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与其员工签订的合同，根据查验结果及股份

公司出具的声明，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与全部员工签订了《劳

动合同》；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聘任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股份公

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的企业领薪；股份公司的财务人员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2.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会议文件，根

据查验结果及股份公司出具的声明，股份公司的股东不存在任意干预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3.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险的缴费凭证，

根据查验结果，股份公司自行制定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独立聘用员工，不存在股

份公司的用工管理受股东控制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人员独立。 

（四） 股份公司的财务独立 

1.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进行了现场走访，根据核查结果及股份公司出具的

说明，股份公司设有独立的财会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

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2.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的《开户许可证》。根据查验结果，股份公司

在银行独立开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市望江路支行；账号：

130201051920021****），不存在与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

银行账户的情形。 

3.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现持有合肥市工商局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788583079J，依法独立进行

纳税申报和履行纳税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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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股份公司的机构独立 

1. 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议事规

则，以及股份公司自设立以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会议文件。根据

核查结果，股份公司已建立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内的完整的法人

治理结构。 

2.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文件。根据核查

结果及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股份公司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

司治理结构，股份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下设工程咨

询中心、招标咨询中心、技术服务中心、运营管理中心、行政人事部、财务部

共 6 个部门。此外，股份公司还下设鼎信造价、本末数据、鼎信必慕 3 个控股

子公司，以及芜湖、铜陵、宣城、阜南 4 个分公司，其中铜陵、宣城、阜南分

公司正在办理注销中。如下图： 

 

    各部门均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企业机构混同或合署办公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机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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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份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独立于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拥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许可证，拥

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1. 根据股份公司的说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程造价咨询、招标采购代

理、工程咨询等。根据股份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的承诺，股份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开展上

述业务或对除股份公司以外的其他直接开展上述业务的单位进行投资的情形。 

2.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均以自身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和签

订合同，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的独立经营能力。股份公司不存在依赖股东进行采购

和销售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影响其独立的重大或频繁的关联交易。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业务独立。 

（七） 根据上述针对股份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核

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重大法律缺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资产独立完整，在人员、财务、机构、业务

方面均具有独立性，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六、 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股份公司的发起人 

    股份公司共有 5 名发起人，3 名自然人，2 名合伙企业，各发起人基本情况

如下： 

1. 陈梅 

    陈梅，女，汉族，1972 年 10 月出生，住址为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336 号****，身份证号为 34010319721005****。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东陈梅持有股份公司 51.75%的股份。 

2. 李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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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运清，女，汉族，1971 年 7 月出生，住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南陵路

18 号安拖东村****，身份证号为 34010219710719****。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东李运清持有股份公司 33%的股份。 

3. 贾勇军 

贾勇军，男，汉族，1972 年 5 月出生，住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

建二村****，身份证号为 34010219720513****。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东贾勇军持有股份公司 5.25%的股份。 

4. 妙亦管理 

妙亦管理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该企业性质为有限合伙企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11MA2PD96U20，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翡

翠路以西，金炉路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3，执行事务合伙人陈梅，经营范

围：企业管理、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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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亦管理目前出资结构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贾勇军 货币 40.00 20.00 

2 陈梅 货币 48.00 24.00 

3 李运清 货币 112.00 56.00 

合计 200.00 100.00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东妙亦管理持有股份公司 5%的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妙亦管理不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 

5. 妙融管理 

妙融管理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该企业性质为有限合伙企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11MA2PD9658U，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翡

翠路以西，金炉路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1-1802，执行事务合伙人贾勇军，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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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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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融管理目前出资结构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贾勇军 货币 48.00 24.00 

2 陈梅 货币 40.00 20.00 

3 李运清 货币 112.00 56.00 

合计 200.00 100.00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东妙亦管理持有股份公司 5%的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妙亦管理不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  

股份公司的五名发起人均为鼎信有限的股东。根据发起人共同签署的《安

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鼎信有限

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按原持股比例投入股份公司（详见本《法律意

见》之“四、股份公司的设立”）。 

本所律师认为，鼎信有限资产依法由股份公司承继，发起人投入股份公司

的资产权属清晰，相应资产的权属证书已经或正在办理变更至股份公司名下，

将该等资产投入股份公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股份公司的现有股东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成立后，公

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的股东仍为

陈梅、李运清、贾勇军、妙亦管理、妙融管理。 

（三）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 控股股东 

    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陈梅，其目前持有股份公司 362.25 万股股份，占股

份公司总股本的 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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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陈梅直接持有股份公司 51.75%的股份，通过合肥妙亦间

接控制公司 5%的股份，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为 56.75%，足以对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并且陈梅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实际控制着公司的生产经营，为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梅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股东陈梅、李运清、

贾勇军为中国公民，住所在中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股份公司股东妙

亦管理、妙融管理为合法成立、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股份公司的股东适格。股

份公司的上述股东具备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东的资格；

发起人和股东的人数、住所、出资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股份公司的各股东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没有权属争议，不存在质押、司法查封等

权利受限的情形。 

七、 股份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股份公司的股本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其他备置于

合肥市工商局的档案。根据查验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

司的股本总额为 700 万股。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目前的股本总额及其股本

结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情况的相

关规定。 

（二）股份公司的股本演变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备置于合肥市工商局的资料。根据核查结果，股

份公司的股本演变情况如下： 

1. 鼎信有限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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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6 年 4 月 19 日，安徽省工商局核发《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皖）

企核字（2006）第 001762 号），核准使用“安徽鼎信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企业名称。 

（2）2006 年 5 月 17 日，安徽万国通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

资报告》（皖万国通宝验字[2006]215 号），确认截至 2006 年 5 月 17 日止，鼎

信有限全体股东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已经全部实缴到位，出

资形式为货币资金出资。 

（3）2006 年 5 月 23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2029647 号）。 

    鼎信有限设立时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许德泉 货币 25.00 25.00 25.00 

2 毛峰 货币 25.00 25.00 25.00 

3 毛薇 货币 25.00 25.00 25.00 

4 胡贤根 货币 25.00 25.00 25.00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2. 2006 年 6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1） 2006 年 6 月 12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持股

比例变更，股东胡贤根将其持有鼎信有限 2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许德泉，股东

毛薇将其所持有的鼎信有限 25%的股权转让给许德泉 8.5%、毛峰 15%、马保君

1.5%。上述股权转让于 2006 年 6 月 12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该协

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注册资本。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许德泉 货币 58.50 58.50 58.50 

2 毛峰 货币 40.00 40.00 40.00 

3 马保君 货币 1.50 1.50 1.50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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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7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1）2007 年 6 月 10 日，鼎信有限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持股比例，由许德泉 58.5%、毛峰 40%、马保君 1.5%，变更为许德泉 0.5%、

李秋东 40%、汪东明 59.5%。2007 年 6 月 10 日，原股东毛峰与李秋东、原股

东马保君与汪东明、原股东许德泉与汪东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毛

峰转让 40%的股权给李秋东、马保君转让 1.5%的股权给汪东明、许德泉转让

58%的股权给汪东明，根据该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注册资本。 

（2）2007 年 6 月 26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2029647 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下

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许德泉 货币 0.50 0.50 0.50 

2 李秋东 货币 40.00 40.00 40.00 

3 汪东明 货币 59.50 59.50 59.50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4. 2008 年 5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1） 2008 年 5 月 4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持股

比例变更，由许德泉 0.5%、李秋东 40%、汪东明 59.5%，变更为许德泉 0.5%、

贾勇军 40%、汪东明 59.5%。2008 年 5 月 5 日，原股李秋东与贾勇军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由李秋东转让 40%的股权给贾勇军，根据该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注册资本。 

（2）2008 年 5 月 20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000088801 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许德泉 货币 0.50 0.5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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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2 贾勇军 货币 40.00 40.00 40.00 

3 汪东明 货币 59.50 59.50 59.50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5. 2009 年 9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1） 2009 年 9 月 4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持股比

例变更，由许德泉 0.5%、贾勇军 40%、汪东明 59.5%，变更为杨勇 0.5%、贾勇

军 40%、汪东明 59.5%。2009 年 9 月 4 日，原股许德泉与杨勇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由许德泉转让 0.5%的股权给杨勇，根据该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

注册资本。 

（2）2009 年 9 月 25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000088801 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杨勇 货币 0.50 0.50 0.50 

2 贾勇军 货币 40.00 40.00 40.00 

3 汪东明 货币 59.50 59.50 59.50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6. 2011 年 9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1） 2011 年 9 月 5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持股

比例变更，由杨勇 0.5%、贾勇军 40%、汪东明 59.5%，变更为陈玉明 0.5%、贾

勇军 40%、王锋 59.5%。2011 年 9 月 5 日，原股杨勇与陈玉明、汪东明与王锋

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杨勇转让 0.5%的股权给陈玉明，汪东明转让

59.5%的股权给王锋，根据该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注册资本。 

（2）2011 年 9 月 9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000088801 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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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0.50 0.50 0.50 

2 贾勇军 货币 40.00 40.00 40.00 

3 王锋 货币 59.50 59.50 59.50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7.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增资 

（1） 2011 年 9 月 15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决议增加注册

资本至人民币 600 万元，其中股东陈玉明增加实缴货币 2.5 万元，股东王锋增

加实缴货币 297.5 万元，股东贾勇军增加实缴货币 200 万元。 

（2） 2011 年 9 月 19 日，安徽恒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皖

恒谊验字【2011】第 0965 号），确认截至 2011 年 9 月 16 日止，全体股东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伍佰万元已经全部实缴到位，出资形式为货币资金

出资。 

（3） 2011 年 9 月 23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000088801 号）。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3.00 0.50 3.00 

2 贾勇军 货币 240.00 40.00 240.00 

3 王锋 货币 357.00 59.50 357.00 

合  计 600.00 100.00 600.00 

8. 2012 年 4 月，第一次吸收合并 

（1） 2012 年 2 月 1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决议与安徽中

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合并后存续的公司为安徽鼎信工程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此次吸收合并，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200 万元，其

中王锋出资额 357 万元，出资比例为 29.75%；贾勇军出资额 300 万元，出资比

例 25%；陈玉明出资额 3 万元，出资比例为 0.25%；李秋东出资额 480 万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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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比例为 40%；陈冰出资额 6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2012 年 2 月 1 日，鼎信

有限与安徽中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公司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由鼎

信有限吸收合并安徽中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 2012 年 4 月 16 日，合肥德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合

德创验字【2012】第 15 号），确认截至 2012 年 4 月 6 日止，鼎信有限已吸收合

并安徽中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公司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200 万

元，其中王锋出资额 357 万元、出资比例为 29.75%；贾勇军出资额 300 万元，

出资比例 25%；陈玉明出资额 3 万元，出资比例为 0.25%；李秋东出资额 480 万

元，出资比例为 40%；陈冰出资额 60 万元，出资比例为 5%。资产及债权、债务

等的移交接受工作已经办理。 

（3）2012 年 4 月 25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00000088801 号）。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下

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3.00 0.25 3.00 

2 贾勇军 货币 300.00 25.00 300.00 

3 王锋 货币 357.00 29.75 357.00 

4 陈冰 货币 60.00 5.00 60.00 

5 李秋东 货币 480.00 40.00 480.00 

合  计 1200.00 100.00 1200.00 

9. 2012 年 5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1）2012 年 5 月 2 日，鼎信有限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股东陈冰 5%股权转让给陈玉明，股东李秋东 25%股权转让给王锋，股东

李秋东 15%股权转让给贾勇军。上述股权转让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分别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注册资本。 

（2）2012 年 5 月 11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3401000000888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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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63.00 5.25 63.00 

2 贾勇军 货币 480.00 40.00 480.00 

3 王锋 货币 657.00 54.75 657.00 

合  计 1200.00 100.00 1200.00 

10. 2015 年 10 月，第二次增资 

（1）2015 年 10 月 12 日，鼎信有限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

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337 万元，其中股东李秋东增加认缴货币 396 万

元，出资时间 10 年，股东陈梅增加认缴货币 741 万元，出资时间 10 年。 

（2）2015 年 10 月 15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3079J）。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

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63.00 2.69 63.00 

2 贾勇军 货币 480.00 20.54 480.00 

3 王锋 货币 657.00 28.11 657.00 

4 陈梅 货币 741.00 31.71 0 

5 李秋东 货币 396.00 16.95 0 

合  计 2337.00 100.00 1200.00 

11. 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减资 

（1） 2015 年 11 月 22 日，鼎信有限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一

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至 1200 万元；其中股东陈玉明实缴出资 63 万元，股

东李秋东认缴货币 396 万元，出资时间 10 年，股东陈梅增加认缴货币 741 万元，

出资时间 10 年。 

（2） 2015 年 12 月 15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307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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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少注册资本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63.00 5.25 63.00 

2 陈梅 货币 741.00 61.75 0 

3 李秋东 货币 396.00 33.00 0 

合  计 1200.00 100.00 63.00 

12.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增加实收资本 

（1） 2016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

本变更认缴形式，其中股东李秋东实缴货币 396 万元，股东陈梅实缴货币 741 万

元。 

（2） 2016 年 5 月 11 日，安徽苏明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皖

苏明特验字【2016】第 05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5 月 11 日止，全体股东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仟壹佰叁拾柒万元已经全部实缴到位，出资形式为

货币资金出资。 

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

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63.00 5.25 63.00 

2 陈梅 货币 741.00 61.75 741.00 

3 李秋东 货币 396.00 33.00 396.00 

合  计 1200.00 100.00 1200.00 

13. 2017 年 9 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1） 2017 年 8 月 12 日，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股东李秋

东将 33%的股权转让给李运清。上述股权转让于 2017 年 8 月 12 日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1 元/1 元注册资本。 

（2） 2017 年 9 月 8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307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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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63.00 5.25 63.00 

2 陈梅 货币 741.00 61.75 741.00 

3 李运清 货币 396.00 33.00 396.00 

合  计 1200.00 100.00 1200.00 

14.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派生分立 

（1） 2017 年 8 月 15 日，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鼎信有限拟派生

分立出安徽鼎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鼎信有限存续；分立后的鼎信有限注册资本

金为人民币 700 万元。 

（2） 2017 年 10 月 8 日，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公司注册

资本变更为 700 万元。股东出资变更为陈梅 432.25 万元、李运清 231 万元、陈

玉明 36.75 万元。 

（3） 2017 年 10 月 9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3079J）。 

（4） 2017 年 10 月 30 日，合肥德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合

德创验字【2017】14 号），确认截至 2017 年 10 月 16 日止，公司分立后的累计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700 万元。 

本次派生分立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陈玉明 货币 36.75 5.25 36.75 

2 陈梅 货币 432.25 61.75 432.25 

3 李运清 货币 231.00 33.00 231.00 

合  计 700.00 100.00 700.00 

15. 2017 年 10 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1） 2017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股东陈

玉明 5.25%股权转让给贾勇军，股东陈梅 5%股权转让给合肥市妙融企业管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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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陈梅 5%股权转让给合肥妙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陈梅与妙亦管理、妙融管理，陈玉明与贾勇军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

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 2.375 元/1 元注册资本。 

（2） 2017 年 10 月 24 日，鼎信有限领取了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3079J）。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鼎信有限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贾勇军 货币 36.75 5.25 36.75 

2 陈梅 货币 362.25 51.75 362.25 

3 李运清 货币 231.00 33.00 231.00 

4 妙亦管理 货币 35.00 5.00 35.00 

5 妙融管理 货币 35.00 5.00 35.00 

合  计 700.00 100.00 700.00 

16. 2017 年 12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1.公司名称安徽

鼎信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公司经

营范围工程造价咨询、审核、决算审计，采购招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

项目管理及咨询，工程咨询，城镇规划的编制与评估，上述业务的计算机软件

开发，变更为采购招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工程咨

询，城镇规划的编制与评估，建设投资项目信息化技术研发，工程大数据开发

应用，建设工程互联网管理平台开发应用；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4.公司经营期限 20 年变更为长期。 

2017 年 12 月 26 日，鼎信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

之“四、股份公司的设立”。 

17. 股份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权结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股份公司成立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

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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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前身鼎信有限的设立方式及过程、历次股权

变动均符合设立或变更当时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

依法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程序，历次出资合法合规。股

份公司股东所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的情形，不

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股份公司股份受限情况 

经股份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实际

控制人陈梅需依据《业务规则》的规定在本次股票挂牌完成后进行股份锁定，公

司发起人股东、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需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履行股份限制转让的义务，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股份公司股东所持的股份不存

在质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 

八、 股份公司的业务 

（一）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 

本所律师核查了股份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根据核查结果，

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采购招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工

程咨询；城镇规划的编制与评估；建设投资信息化技术研发；工程大数据开发应

用；建设工程互联网管理平台开发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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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经营范围已在合肥市工商局登记备案，股份公司目前从事的经营活动未

超出其已登记的经营范围。 

（二）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1.鼎信造价 

本所律师核查了鼎信造价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根据核查结果，

鼎信造价的经营范围为：工程造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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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鼎信必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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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核查了鼎信必慕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根据核查结果，

鼎信必慕的经营范围为：BIM 技术研发、应用、咨询服务；动画制作；软件开发；

建筑建模、算量；数据开发、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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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末数据 

本所律师核查了本末数据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根据核查结果，

本末数据的经营范围为：数据开发及处理(除专项许可)；计算机、软件、互联网

及物联网产品的销售、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技术

培训咨询；计算机系统、云技术服务；电信业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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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经取得开展其所经营业务所

必需的授权、批准和登记，有权在其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和经营活

动，股份公司和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资质与认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了经营业务所需的相关资

质与认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资质/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有效日期 所属单位 

1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甲级资质证书 

甲

151234002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5.8.28 至 2017.11.26 鼎信有限 

2017.11.27 至 2018.8.31 鼎信造价 

2 
工程咨询单位资

格证书（甲级） 

工咨甲

11420080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6.8.15 至 2021.8.14 鼎信有限 

3 
工程咨询单位资

格证书（乙级） 

工咨乙

11420080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6.8.15 至 2021.8.14 鼎信有限 

4 
工程咨询单位资

格证书（丙级） 

工咨丙

11420080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6.8.15 至 2021.8.14 鼎信有限 

5 

工程咨询单位资

格证书（工程项

目管理资格丙

级） 

工咨丙

11420080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6.8.15 至 2021.8.14 鼎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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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有效日期 所属单位 

6 

工程招标代理机

构资质证书（甲

级） 

F134001186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4.3.24 至 2019.3.24 鼎信有限 

7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投资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乙级

资格证书 

ZYTZ-B201605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6.8.17 至 2021.8.16 鼎信有限 

8 

军工涉密业务咨

询服务安全保密

条件备案证书 

18155001 
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 
2016.1.6 至 2019.1.5 鼎信有限 

9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04417Q11726R0

M 

北京中经科环质

量认证有限公司 
2017.7.25 至 2020.7.25 股份公司 

10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04417S20503R0

M 

北京中经科环质

量认证有限公司 
2017.7.25 至 2020.7.25 股份公司 

11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04417E10573R0

M 

北京中经科环质

量认证有限公司 
2017.7.25 至 2020.7.25 股份公司 

（三）股份公司的经营区域 

根据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访谈

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的经营场所限于中国境内（不含

香港、澳门、台湾），未在中国境外设立分公司、子公司、代表处、办事处，亦

未投资、承揽任何经营性项目。 

（四）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的内容，股份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4 月

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44,613,552.97 元、44,780,198.62 元、14,583,488.28 元，主营

业务的收入分别占其业务收入总额比例为 100%、100%、100%。上述审计结果表

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五）股份公司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份公司为永久存续的公司；

股份公司及其前身鼎信有限在报告期内保持持续经营。股份公司目前不存在解散、

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等法律、法规和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其无法持续经

营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及经营范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

产业政策的规定。股份公司及其前身鼎信有限报告期内连续经营相同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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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导致主营业务变更的情形。股份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明确且突出，其持续

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股份公司的主要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的主要关联方

包括：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核查了股份公司备置于合肥市工商局的档案及《公司章程》。根

据核查结果，陈梅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经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陈梅除在股份公司持有股权外，在报告期内，陈梅控制或曾经控制，有重

大影响或曾经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登记的经营范围 控制关系 

1 妙亦管理 200 万 

安徽省合肥市

经济技术开发

区翡翠路以

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3 

企业管理、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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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梅为妙亦管理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并持

有其 20%的股份，对

妙亦管理有重大影响 

3.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股份公司的

股东贾勇军持有股份公司 5.25%的股份，李运清持有股份公司 33%的股份，妙

亦管理持有股份公司 5%的股份，妙融管理持有股份公司 5%的股份，因持有股

份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贾勇军、李运清、妙亦管理、妙融管理构成与股份公

司的关联关系。 

4.股份公司控制及参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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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股份公司的关联方还包括股份公司控制的企

业鼎信造价、本末数据、鼎信必慕，及参股的企业安招采、中价联、华诚建

设。详细参见本《法律意见》第十部分第（二）项“股份公司的对外投资”。 

5.除前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外的股份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序号 姓名 与股份公司的关联关系 

1 陈梅 现任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 贾勇军 现任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信息披露负责人 

3 李运清 现任股份公司董事 

4 孙燕 现任股份公司董事 

5 贾丽霞 现任股份公司董事 

6 夏权 现任股份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7 郭丰涛 现任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 

8 陈可珍 现任股份公司监事 

9 周颖 现任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 

以上关联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十五、股份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6.报告期内发生关联交易的其他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报告期内与股份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其他关联方包括

张玲、李秋东、陈玉明、费茹、张海波；张玲为股东贾勇军之配偶，李秋东为

股东李运清之配偶，陈玉明为报告期内原股东，费茹为报告期内原股东陈玉明

之配偶，张海波为子公司本末数据的股东。 

7.其他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合伙企业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及上述人员控制的企业、参股企业，如中富建筑均为股份公司的关联方。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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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二）关联交易 

本所律师查验了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合同，根据《审计报告》的相关

内容，在报告期内股份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关联担保 

2015 年 12 月 7 日，鼎信有限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路支行

签订 130200012-2015 年（望支）字 00163 号借款合同（借款期限 2015 年 12 月

7 日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借款 300 万元。贾勇军、张玲、李秋东、李运清、

陈梅、王锋、赵晓慧、陈玉明、费茹等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 

2.关联采购 

2017年1月3日，鼎信有限与中价联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甲方采购乙方“经

济指标数据平台”的技术支持服务，服务期限为1年，价格为15000元。 

3.关联租赁 

根据《审计报告》，股份公司作为承租方在报告期内与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

租赁如下表：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 年 1-4 月租赁费

（元） 

2017 年度租赁费

（元） 

2016 年度租赁费

（元） 

贾勇军 办公场所 28,800.00 156,000.00 150,000.00 

李秋东 办公场所 80,000.00 318,000.00 312,000.00 

陈梅 办公场所 - 68,400.00 - 

4.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根据《审计报告》，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其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项如下

表： 

项目名称 款项性质 关联方 2018 年 4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往来款 李秋东   1,357,809.65 

其他应付款 往来款 陈梅   5,400,000.00 

其他应付款 往来款 贾勇军 28,800.00   

其他应付款 往来款 李秋东 80,000.00   

其他应付款 往来款 张海波 280,000.00 280,000.00 200,000.00 

（三）为避免关联交易出具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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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 

为规范与股份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规、定价公允，股

份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梅就规范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出具承诺：“本人将尽

量避免与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或关联资金

往来，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

价格将按照市场公允的合理价格确定。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本人承诺不会利用关联

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通过公司的经营决策权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承诺杜绝关联方往来款项拆借、杜绝发生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

动。” 

2.持有 5%以上的股东出具的承诺 

为规范与股份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规、定价公允，持

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李运清、贾勇军、妙融管理、妙亦管理就规范与

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出具承诺：“一、本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本人或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下简称“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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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或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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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的标准，以维护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三、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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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或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利用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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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承诺书自

签字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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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公司

相关规定本人被认定为股份公司关联人期间内有效。” 

（四）股份公司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确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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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报告期内鼎信有限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并未对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制定相关的制度，也未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在股份公司设立

以后，已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确认，并且股份公司

已依法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规定内容符合

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已披露的关联方情况真实、准确，不存在隐瞒或遗

漏披露的情形；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过程公平、公允，且未附加

任何不利于股份公司的特殊条件，不存在关联方利用关联关系侵犯公司利益的情

形；股份公司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公

允决策的程序，该等规定有利于保护股份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股份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已就避免关联交易事项出具承诺，股份公司未

来的关联交易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关联方资金占用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截至本《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关联方占用的公司资金已全部结清，并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未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等制度中约定的审批流程。公司制订了《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梅签署了《承诺书》，承诺：“本股东或本股东控

制的企业最近两年内不存在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方式占用或转移股份

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形。本股东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及规定，确保将来不致发生上述情形。” 

持有股份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李运清、贾勇军、妙融管理、妙亦管理已签

署《承诺书》，承诺：“本股东或本股东控制的企业最近两年内不存在以借款、

代偿债务、代垫款项等方式占用或转移股份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形。本股东承诺

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及规定，确保将来不

致发生上述情形。” 

（六）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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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 

根据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和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梅无其他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2.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实际控制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1、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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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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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

制权。2、本人在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期间，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3、本人愿意承

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为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持有股份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李运清、

贾勇军、妙融管理、妙亦管理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1）截

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本合伙企业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未拥有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控股公司及联营、合营企业；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在本人/本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本人/本合

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会投资、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公司、

企业和项目，不会以任何方式为公司的竞争企业提供帮助；（3）若违反上述承

诺，则本人/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同业竞争所获得

的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并赔偿由此给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同时，本人/本

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此类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目前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实际控

制人、持有5%以上的股东的上述承诺合法有效，如得到切实履行，有利于避免同

业竞争，有利于保护股份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 股份公司的主要财产和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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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4月30日，股份公司的总

资产为30,558,404.58元，净资产为20,847,345.33元，股份公司的主要财产情况如

下： 

（一）股份公司的主要财产 

1.房产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房地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鼎信有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房地产权证编号 房地坐落 规划用途 建筑面积 
他项权

利 

1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17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10 
办公用房 79.71 ㎡ 

抵押给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合肥望

江路支

行，抵

押期限

2015-

12-7 至

2018-

12-6。 

2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18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9 
办公用房 79.70 ㎡ 

3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19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8 
办公用房 98.22 ㎡ 

4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20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7 
办公用房 59.94 ㎡ 

5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21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6 
办公用房 123.98 ㎡ 

6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22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5 
办公用房 105.71 ㎡ 

7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23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4 
办公用房 105.71 ㎡ 

8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24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3 
办公用房 113.41 ㎡ 

9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25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2 
办公用房 64.82 ㎡ 

10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31726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1 
办公用房 85.68 ㎡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房产的所有权人仍登记在鼎信有限名

下，变更权利人的手续正在办理中，股份公司取得上述房产的权属不存在法律

障碍。 

2.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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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编号 座落 面积 用途 取得方式 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1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199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1 

14.64 ㎡ 商业 出让 2044.4 

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

望江路支

行，抵押

期限

2015-12-7

至 2018-

12-6。 

2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0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2 

11.07 ㎡ 商业 出让 2044.4 

3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1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3 

19.38 ㎡ 商业 出让 2044.4 

4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2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4 

18.06 ㎡ 商业 出让 2044.4 

5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3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5 

18.06 ㎡ 商业 出让 2044.4 

6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4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6 

21.18 ㎡ 商业 出让 2044.4 

7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5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7 

10.24 ㎡ 商业 出让 2044.4 

8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6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8 

16.78 ㎡ 商业 出让 2044.4 

9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7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09 

13.62 ㎡ 商业 出让 2044.4 

10 
合国用（2012）第

经济 6208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910 

13.62 ㎡ 商业 出让 2044.4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权人仍登记在鼎信

有限名下，变更权利人的手续正在办理中，股份公司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权

属不存在法律障碍。 

3.租赁的房产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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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房地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作为房屋使用权人租赁的房屋情况如

下： 

序号 房地产权证编号 房地坐落 
所有权人/

出租人 
建筑面积 租赁期限 

1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115525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109 
王建军 82.85 ㎡ 

2018.1.1-

2018.12.31 

2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62718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

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705 
郭梅 108.73 ㎡ 

2018.6.1-

2019.11.30 

（2）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房地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鼎信造价、鼎信必慕、本末数据作为房屋使用权人租赁的

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房地产权证编号 房地坐落 所有权人 建筑面积 租赁期限 租赁单位 

1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54129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3 
贾勇军 148.53 ㎡ 

2018.1.1-

2018.12.31 
鼎信造价 

2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54159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4 
李秋东 121.81 ㎡ 

3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54158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5 
李秋东 108.73 ㎡ 

4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54157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6 
李秋东 123.98 ㎡ 

5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54130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7 
李秋东 59.94 ㎡ 

6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145074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703 
陈梅 148.53 ㎡ 

2018.4.1-

2019.3.30 
鼎信必慕 

7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50118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704 
曹焰 121.81 ㎡ 

2017.11.15-

2019.11.14 
本末数据 

8 
房地权证合产字第

8110062718 号 

经济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

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705 
郭梅 108.73 ㎡ 

2018.6.1-

2019.11.20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房产的使用权人未发生变化，控股子公

司使用上述房屋不存在法律障碍。 

4.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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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生产设备包括自购的生产设备、办公设备等，

该等设备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目前均能正常使用。 

5.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公司没有注册商标。 

6.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公司没有专利。 

7.软件著作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股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末数

据拥有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号 软件全称 软件简称 登记号 取得方式 版本号 
登记批准日

期 

1 

工程咨询管理与作业系

统（MOS）移动 APP 软

件（iOS 版） 

MOS APP

（iOS 版） 
2017SR325403 原始取得 V1.00 2017-6-29 

2 

工程咨询管理与作业系

统（MOS）移动 APP 软

件（Android 版） 

MOS APP

（Android 版） 
2017SR319089 原始取得 V1.00 2017-6-28 

3 本末专家抽取系统 专家抽取系统 2017SR299925 原始取得 V1.00 2017-6-22 

4 

工程咨询管理与作业系

统（MOS）工作流图形

化引擎技术软件 

本末 MOS 图形

化工作流引擎 
2017SR066073 原始取得 V1.00 2017-3-3 

5 
工程咨询管理与作业系

统（MOS） 
本末 MOS 2017SR065983 原始取得 V2.00 2017-3-3 

6 本末 BIM 族库大师系统 BIM 族库 2017SR689008 原始取得 V1.00 2017-12-14 

7 本末 XML 解析器软件 XML 解析器 2017SR689303 原始取得 V1.00 2017-12-14 

8 本末工程计算器软件 工程计算器 2017SR689297 原始取得 V1.00 2017-12-14 

9 
WebCAD 在线浏览器软

件 
WebCAD 2017SR689879 原始取得 V1.00 2017-12-14 

10 
工程咨询管理与作业系

统（MOS）财富库系统 
MOS 财富库 2017SR296806 原始取得 V1.00 2017-6-21 

8.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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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

末数据拥有域名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域名 持有者 登记批准日期 

1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注册证

书 
dxpm.cn 股份公司 2011-3-3 至 2027-3-3 

2 国际顶级域名证书 ahdxpm.com 股份公司 2018-4-27 至 2019-4-27 

3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ahdxpm.cn 股份公司 2018-4-27 至 2019-4-27 

4 国际顶级域名证书 benmodata.com 本末数据 2016-7-8 至 2019-7-8 

5 国际顶级域名证书 benmovip.com 本末数据 2018-1-13 至 2021-1-13 

6 国际顶级域名证书 ngsok.com 本末数据 2018-5-14 至 2019-5-14 

7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ngsok.cn 本末数据 2018-5-14 至 2019-5-14 

9.车辆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车辆行驶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公司作为所有权人的车辆情况如下： 

序号 车辆类型 车牌号码 品牌型号 注册日期 
他项

权利 

1 小型越野客车 皖 AD001X 途锐 2995CC 越野车 WVGAB9 2011-5-17 

无 

2 小型轿车 皖 AD011X 大众牌 FV7187TFATG 2012-12-7 

3 小型轿车 皖 AD077X 奥迪牌 FV7205LAQWG 2013-8-28 

4 小型轿车 皖 AD017X 大众汽车牌 SVW71612GS 2014-3-31 

5 小型轿车 皖 AD019X 大众汽车牌 SVW71612GS 2014-3-31 

6 小型轿车 皖 AD020X 大众汽车牌 SVW71612GS 2015-1-26 

7 小型普通客车 皖 AD023X 迈特威 1984CC 小轿车 WV2 2015-2-3 

8 小型普通客车 皖 AD026X 大通牌 SH6521C1-9A 2016-5-16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车辆的所有权人仍登记在鼎信有限名下，

股份公司取得上述车辆的权属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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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份公司的对外投资 

根据《审计报告》的内容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股份公司的对外投资包

括： 

    1.鼎信造价 

    鼎信造价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11MA2PH41C1U，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玉明，住

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803-1807 室，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工程

造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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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鼎信造价系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股份公司持有

鼎信造价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鼎信造价的股东、出资金

额、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股份公司 200 货币 40.00 

2  宋煦  273.75  货币  54.75 

3  陈玉明  26.25  货币  5.25 

 合计  500  -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鼎信造价有效的《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对鼎信造

价股东会各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比例作出了特别规定，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表决权比例(%) 

1  股份公司 60.00 

2  宋煦 34.75 

3  陈玉明 5.25 

合计  100  

本所律师认为，虽然股份公司只持有鼎信造价 40%的股权，但其对鼎信造

价股东会及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的比例为 60%，实际上股份公司对鼎信造价拥

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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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末数据 

    本 末 数 据 成 立 于 2016 年 6 月 7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100MA2MWTTW08，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海波，

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南港澳广场 A 区办

1704，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数据开

发及处理(除专项许可)；计算机、软件、互联网及物联网产品的销售、推广、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技术培训咨询；计算机系统、云技术

服务；电信业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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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本末数据系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股份公司在报

告期内持有本末数据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末数据的股东、出资金

额、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股份公司 325 货币 65.00 

2  谢高飞 125  货币  25.00 

3  张海波 50  货币  10.00 

 合计  500  - 100  

3.鼎信必慕 

鼎 信 必 慕 成 立 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111MA2RNBBB0Y，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何朝霞，

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翡翠路以西，金炉路以南港澳广场A区1703

室，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BIM 技术

研发、应用、咨询服务；动画制作；软件开发；建筑建模、算量；数据开发、应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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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鼎信必慕系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股份公司在报

告期内持有鼎信必慕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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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鼎信必慕的股东、出资金

额、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股份公司 255 货币 51.00 

2  何朝霞 245  货币  49.00 

 合计  500  - 100  

4.安招采 

安 招 采 成 立 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111MA2RK6KWXC，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春梅，

住所为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699 号时代城办公楼 A、B 座 1-404，公司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网络技术开发、转让、咨

询、服务、推广、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产品设计；会务服务；企业营销

策划；企业文化咨询；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工程造价、工程监理、工程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教育信息咨询。(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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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安招采系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股份公司在报告

期内持有安招采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安招采的股东、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股份公司 400 货币 40.00 

2  安徽安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  货币  30.00 

3 安徽政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 货币 30.00 

 合计  1000  - 100  

5.中价联 

中价联成立于 2017年4月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03L8285，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萌，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绿景苑

3 号楼一层 101 ，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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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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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中价联系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股份公司在报告

期内持有中价联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中价联的股东、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股份公司 100 货币 8.33 

2  
北京天职工程管理技术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100  货币  8.33 

3 深圳比目云科技有限公司 100 货币 8.33 

4 郭怀君 100 货币 8.33 

5 吴广胜 100 货币 8.33 

6 河南省致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0 货币 4.17 

7 北京中建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0 货币 4.17 

8 山东时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0 货币 4.17 

9 
南京建淳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50 货币 4.17 

10 
福建华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50 货币 4.17 

11 
重庆一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50 货币 4.17 

12 北京逸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0 货币 4.17 

13 李仁友 50 货币 4.17 

14 林萌 50 货币 4.17 

15 李蔼春 50 货币 4.17 

16 汪静宜 50 货币 4.17 

17 李兰芳 50 货币 4.17 

18 刘培均 50 货币 4.17 

19 陈建华 50 货币 4.17 

 合计  1200  -  

6.华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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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建设成立于 2018年5月1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00758532393K，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梅，住所为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

大治村 27 栋 303 室，经营范围为：经建筑部门核准的建设工程造价、建设工程

监理、建设工程咨询、建筑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建设

工程测量、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政府采购代理、环境评估。(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华诚建设系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股份公司在报

告期内持有华诚建设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华诚建设的股东、出资金 

额、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股份公司 440 货币 35.2 

2  胡湘皖 250 货币 20% 

3 肖征 560 货币 44.8 

 合计  1250  - 1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

纷；股份公司的主要资产除设立了抵押权外，其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没有其

他权利限制。 

（三）股份公司的分支机构 

1．股份公司芜湖分公司 

股份公司芜湖分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现持有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399898915U），负责人为

廉明亮，经营范围为：采购招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工

程咨询；建设投资信息化技术研发；工程大数据开发；建设工程互联网管理平台

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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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份公司阜南分公司 

股份公司阜南分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现持有阜南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5MA2NEXPL9F），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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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玉明，经营范围为：工程造价咨询、审核、决算审计，采购招标代理，工程

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工程咨询，城镇规划的编制与评估，上述业务

的计算机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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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份公司宣城分公司 

股份公司宣城分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现持有宣城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00322810727C），负责人

为夏权，经营范围为：接受总公司委托从事:工程造价咨询、审核、决算审计，采

购招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工程咨询业务。 

4.股份公司铜陵分公司 

股份公司铜陵分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现持有铜陵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396662819W），负责人为

贾丽霞，经营范围为：工程造价咨询、审核、决算审计，采购招标代理，工程招

标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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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股份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本所律师核查了股份公司提供的报告期内的重大合同。除在本《法律意见》

“九、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一节中所述及的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及

“十、股份公司的主要财产”一节中所述及的合同外，报告期内，股份公司的重

大合同包括： 

序号 采购方 签订日期 合同内容 履行情况 

1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 
2013-11-28 

合肥市轨道交通项目 2 号线 TJ1、

7、8、9 标共四个标段跟踪审计 
正在履行 

2 
亳州芜湖投资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14-1-20 

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建设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项目 
正在履行 

3 
肥西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4-9-10 

肥西县项目可研及初步设计方案评

审定点单位备选库 
履行完毕 

4 
宿州宇邦置业有限

公司 
2015-3-30 御品华府住宅项目结算审计 履行完毕 

5 
合肥东部新城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2015-6-1 

肥东县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服务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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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徽诚信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016-1-1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6-

2017 年度造价咨询服务 
正在履行 

7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 
2016-5-9 

合肥市轨道交通项目 3 号线土建

TJ01、02、07、08、09、10 标共六

个标段跟踪审计 

正在履行 

8 
肥西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7-9-1 

肥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可研

及初步设计方案评审服务库 
正在履行 

9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 
2017-10-27 

合肥市轨道交通项目 5 号线土建

TJ05、06 标共二个标段跟踪审计 
正在履行 

本所律师查验了与鼎信有限生产经营相关的重大合同，上述合同均由鼎信有

限独立与合同相对方签署，合同内容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的情形，

均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该等合同中未履行完毕或需要持续性履行的合同已被股

份公司合法继承。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不存在

因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导致合同不能成立或无效及与股份公司依据其

它法律文件承担的义务存在冲突的情况。股份公司不存在合同违约情况，也不存

在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法律纠纷的重大合同。 

(一) 根据股份公司的说明以及股份公司生产经营中所涉及各主管机关出

具的证明，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

安全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二、股份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收购兼并及对外担保 

（一）重大资产变化 

股份公司近两年内的增资、减资事项详见本《法律意见》之“七、股份公

司的股本及演变”之“（二）股份公司的股本演变”。 

（二）重大收购兼并行为 

经股份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近两年内存在一次派生分立行为：

2017年8月15日，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鼎信有限派生分立出鼎信造价，

鼎信有限存续；分立后的鼎信有限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700万元。详见本《法律

意见》之“七、股份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之“（二）股份公司的股本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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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派生分立行为外，股份公司近两年没有重大的收购和兼并行为，股份

公司目前不存在拟进行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的计划。 

（三）对外担保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 

十三、股份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股份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2017 年 12 月 20 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对股份公司的名称、股份公司经营宗旨和范围、注册资本、

股份转让、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大会的职权、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及职权、

经营管理机构、财务、会计和审计、公司利润的分配、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

和清算、章程的修改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和明确的规定。 

（二） 股份公司章程的修改 

2018 年 1 月 24 日，股份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适用公司章程的议案》，股份公司根据

《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中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对《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了相关法定程

序，内容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合法合规。 

十四、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股份公司的组织机构 

股份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下简称“三会”）、经营管理

层以及各业务部门等组织机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对

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负责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

确定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的实施；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领导经营管理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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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团队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各机构之间分工合理，保证了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的正常进行。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已 

经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 

（二）股份公司“三会”议事规则 

1.股份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专门

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体指导股东大会的规范运作。 

2. 股份公司专门制定了《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董事会依法有效行使职权、

规范运作的明确指引。 

3. 股份公司专门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作为监事会依法有效行使职权、

规范运作的明确指引。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三会”的召开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历次股东

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十五、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分别为陈梅、贾勇军、李运清、孙

燕、贾丽霞，其中陈梅为董事长。董事简历如下： 

（1） 陈梅，女，1972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安徽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非国有），注册造价工程师，咨询工程师（投资），招标

师。1993 年 7 月至 1995 年 4 月，于合肥市煤气总公司任技术员；199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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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2 年 11 月，于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属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任工程师；

2002 年 12 月至 2007 年 3 月，于合肥市政府采购中心任工程师；2007 年 4 月至

2013 年 9 月于合肥招标投标中心所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历任总工，副主任，主

任；2013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鼎信有限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2017 年 9 月 15 日至今，兼任妙亦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贾勇军，男，197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安徽

工学院管理工程专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安徽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非国有），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1991 年 01 月至 1993 年 01 月，

于合肥市建筑材料四厂任职工；1993 年 02 月至 1995 年 05 月，于安徽省万燕电

子系统有限公司任职工；1995 年 06 月至 2000 年 09 月，于合肥华建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任行政部经理；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10 月，于中信信息咨询（合肥）

有限公司任行政部经理；2002 年 11 月至 2004 年 03 月，于合肥华城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任行政部经理；2004 年 04 月至 2006 年 03 月，于合肥和信管理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任行政部经理；2006 年 04 月至 2008 年 04 月，于安徽中富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任行政部经理；2008 年 05 月至 2015 年 10 月，于鼎信有限任总

经理；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鼎信有限任副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股份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2017 年 9 月 12 日至

今，兼任妙融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8 年 2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任董事、副

总经理。 

（3）李运清，女，1971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合肥

市城乡建设职业高级中学中专学历，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非国有），工程预算员。1990 年 09 月至 2005 年 05 月，于安徽拖

拉机厂任基建科职员；2005 年 06 月至 2012 年 11 月，在家照顾子女生活及学

业，无任职单位；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鼎信有限任行政人事部门

行政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任董事。 

（4）孙燕，女，1982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安徽城

市管理职业学院工商行政管理专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合肥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非国有），咨询工程师（投资），招标师。2004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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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2006 年 11 月，于安徽省迪克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任商务经理；2006 年 12 月

至 2007 年 12 月，于合肥和信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任会展部职员；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鼎信有限任运营管理中心部门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

于股份公司任董事。 

（5）贾丽霞，女，1981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北

财经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非国有）。2001 年 10 月至 2003 年 05 月，于合肥市三福百货有限

责任公司任营业员；2003 年 06 月至 2005 年 06 月，于龙成纸业(苏州)有限公

司任生产部职员；2005 年 07 月至 2008 年 08 月，于安徽花园餐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任销售部职员；2008 年 09 月至 2009 年 10 月，于安徽亚坤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任职员；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02 月，在家照顾幼儿，无任职单位；

2010 年 03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鼎信有限任综合保障中心部门经理、董事；

2017 年 12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任董事。2018 年 7 月起任马鞍山华诚建设工程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2.股份公司的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分别为夏权、陈可珍、郭丰涛，其中夏

权为职工代表监事。监事简历如下： 

（1）郭丰涛，男，1969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安徽

大学专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非国有），咨询工程师（投资）。1992 年 07 月至 2009 年 08 月，于安徽通

用电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历任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2009 年 09 月至 2013 年

06 月，于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任综合办主任；2013 年 07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鼎信有限任工程咨询二部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监

事。 

（2）陈可珍，女，197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安徽

大学现代文秘专科学历，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非

国有），咨询工程师（投资）。1998 年 6 月至 2004 年 6 月，于安徽瑞东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前期工程部技术员；2004 年 07 月至 2008 年 02 月，于安徽

省银成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任前期工程部技术员；2008 年 03 月至 2017 年 11 月，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b7b7e848126dbaf12feef75271d06ac.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b7b7e848126dbaf12feef75271d06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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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鼎信有限任咨询工程师、工程咨询一部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

监事。 

（3）夏权，男，1984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安徽建

筑工业学院专科学历，助理工程师（发证机关为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非国有），招标师。2007 年 07 月至 2008 年 03 月，于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任监理员；2008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1 月，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任综合技术处职员；2011 年 12 月至 2013 年 08 月，于安徽景源工程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任招标员；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鼎信有限任招标代理部经理；

2017 年 12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任监事。 

3.股份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3名，分别为总经理陈梅，副总经理贾勇军，财

务负责人周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1）陈梅（详见董事简历：陈梅）。 

（2）贾勇军（详见董事简历：贾勇军）。 

（3）周颖，女，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合肥工

业大学会计学本科学历。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证。2010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于安徽鼎信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任主办会计；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任分公司经理；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鼎信有限任主办会计；2018 年 1 月至今，于股份公司任

财务负责人。 

（二）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

股份公司的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下列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营秩序，被

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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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

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

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三）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情况 

根据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分别出具的声明

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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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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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如下： 

1. 董事变动情况 

（1）2015 年 11 月 22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选举李秋东为公司执行董

事。 

（2）2017 年 4 月 17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执行董事由李秋东变更为

陈梅。 

（3）2017 年 12 月 20 日，鼎信有限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

陈梅、贾勇军、李运清、孙燕、贾丽霞为股份公司董事，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 

2. 监事变动情况 

（1）2015 年 11 月 22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选举贾勇军为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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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 12 月 20 日，鼎信有限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

郭丰涛、陈可珍为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监事夏权共同

组成监事会。 

3.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1）2015 年 11 月 22 日，鼎信有限召开股东会，选举陈梅为公司经理。 

（2）2017 年 12 月 20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陈

梅为总经理，聘贾勇军为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3）2018 年 1 月 8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聘任周颖

为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报告期内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

主要是因股份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报告期内，除上述变更外，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和变更

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为合法、有效。 

（五）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状况 

根据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声明及公安机关出具的

《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该等人员涉诉、行政处罚等诚信情况的互联

网检索，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以下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

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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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

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存在资产被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情形； 

7．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8．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 

9．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10．最近两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受到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 

11．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

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12．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13．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规定

的其他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义务的情况，股份公司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必要的任职

资质，其当选董事、监事或接受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过程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定

程序，股份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不存在法律瑕疵，股份公

司成立以来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股份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法、合规。 

十六、税务和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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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份公司的税务 

1．股份公司具备合法的纳税资格 

    股份公司目前持有合肥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40100788583079J，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纳税义务。 

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报告期的纳税申报表，根据核查结果，本所律师认

为，股份公司属于合法的纳税主体。 

2．股份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费）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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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执行的上述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股份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税收违法行为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股份公司依法纳税，报告期内无税收违法行为或因税收原因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018年7月5日，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分别出具《涉税信息

查询结果告知书》，确认股份公司及鼎信造价“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在我局征管系统中未发现该企业存在违法违章处罚记录。” 

2018年7月3日，合肥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分别出具《涉税信息

查询结果告知书》，确认股份公司及鼎信造价“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经查询金税三期管理系统，该企业没有缴纳罚款、滞纳金记录；无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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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份公司所获得的财政补贴情况 

本所律师查验了在报告期内政府部门下发的补助及财政扶持的相关文件、股

份公司收到补助及扶持款项的收款凭证。根据核查结果及《审计报告》的内容，

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所获得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2017年12月27日，股份公司依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安徽省财政

厅联合下发的《关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企业稳岗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皖

人社发[2017]31号），收到合肥市财政局稳岗补贴25,352元。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为合法、独立的纳税主体，并依法纳税，报告期内

无税收违法行为或因税收原因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股份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

税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收到的财政

补助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存在冲突，股份公司享受的财政补助政策真实、合法、

有效。 

十七、股份公司的合法合规经营 

（一）股份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符合环保要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鼎信造价主营业务为工程造价咨询、

招标采购代理、工程咨询等。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规定，股份公司所处行业为“M74 专用技术服务业”，细分行业为

“M7481 工程管理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7 年 10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17)，股份公司所处行业为 “M7481 工程

管理服务”。根据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所处行业为“M7481 工程管理服务”。根据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投资型

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12111111 调查和咨询服务”。本所律师经核

查认为，股份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鼎信造价在经营过程中不存在排污的

情况，不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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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鼎信造价能够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政策、

环保法律、 法规、规则及各级政府相关规定，没有受到有关环保方面的行政处

罚。 

（二）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根据股份公司及子公司鼎信造价提供的资料以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

员工花名册、工资明细表、劳动合同及社保缴费凭证，根据查验结果，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股份公司共有员工 86 人，公司与 77 名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与

1 名退休返聘员工、7 名劳动合同即将到期员工、1 名实习协议即将到期人员经

友好协商后不再续签合同。除 1 名退休返聘员工、1 名实习人员、7 名待离职员

工已办理减员外，公司为 75 名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另有 2 人自愿放弃在公司缴纳社保，选择其它机构自行参保。 

2018 年 7 月 9 日，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出具《证明》，确认

股份公司及鼎信造价“依法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8

年 7 月 9 日未发现劳动用工违反行为（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无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政处罚的不良记录”。 

2018 年 7 月 11 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出具《单位住房公积金

缴存证明》，确认股份公司及鼎信造价“住房公积金缴存正常。未发现违反住房

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司未因住房公积金问题而受到行政处罚”。 

2018 年 7 月 31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梅出具承诺：对于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日之前因公司员工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事宜所引

发的纠纷，一切赔偿责任由本人承担，与公司无关。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能够遵守劳动用工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存在违法用

工或其他侵犯劳动者利益的情况。 

十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股份公司出具的说明，本所律师查询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

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告执行人名单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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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ww.court.gov.cn/zgcpwsw/)及搜索引擎等网站。 

1. 根据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鼎信造价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

司及其子公司鼎信造价目前没有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案件，亦不存

在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 根据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

的股东目前没有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案件，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

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3. 根据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目前没有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案件，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九、本次股票挂牌的推荐机构 

股份公司已聘请联讯证券担任本次股票挂牌的推荐机构。经本所律师核查，

联讯证券已被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授予推荐挂牌业务资格，具备担任股份公司本次

股票挂牌的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二十、本次股票挂牌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挂牌在目前阶段已获得股份公司内部权

力机构的批准及授权。本次股票挂牌已经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有关条件。本次股票挂牌

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和法律障碍。本次股票挂牌尚需取得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

同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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