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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 

法律意见书 

【2018】绎律专字第 1806 号 

致：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欣股份”或“公司”）

与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

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

易工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本次挂牌的有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晶欣

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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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 指 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司、晶欣股份 指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或晶欣红木 指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 

晶欣工贸 指 福建省晶欣工贸有限公司 

古树古木 指 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泉州工力 指 泉州工力家具有限公司 

裕森源 指 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公司现行有效的《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根据语境也可指《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章程》 

《发起人协议》 指 
《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之发起人协议书》 

本次挂牌 指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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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本法

律意见书 
指 

《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之法律意见书》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推荐报告》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

荐报告》 

股改《审计报告》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27002 号《审

计报告》 

挂牌《审计报告》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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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为公司挂牌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27040 号《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月 20日出具的开元评

报字[2018］072 号《评估报告》 

推荐机构、主办券商、

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财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开元评估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福州市市监局 指 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股交 指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2013年 12月 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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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修订）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报告期 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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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声明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业务

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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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所律师仅就与公司本次挂牌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

告、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内部控制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

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保证。本所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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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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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函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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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正本、原件一致和

相符。 

五、本法律意见书中关于公司设立以前发生事项的认定，主要是依赖于政府

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工商登记资料和相关重要人士、独立注册会计师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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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审核报告、股东代表的确认或者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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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有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有关

人员的陈述、证明或确认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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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件，随同其

他材料一起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公司在其出具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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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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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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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公司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申请挂牌的董事会决议 

2018 年 7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应到董

事为 5人，实到董事为 5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挂牌的以下议案：    

1、《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 

2、《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

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同意公司股票以集合竞价方式转让的议案》； 

4、《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一致决议，以上第 1、2、3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本次申请挂牌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 

2018 年 7月 17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

东共十二名，代表股份 2,05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0%，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有关本次挂牌的议案： 

1、《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 

根据《监管办法》《基本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报价转让、纳入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并与全国股转系统签订挂牌协议。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申请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有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

理申请公司股份进入全国股转系统进行股份挂牌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向全国股转系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本次挂牌的申请

材料，并根据反馈意见补充、更新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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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批准、签署本次挂牌相关的文件、合同及其他文件； 

（3）负责聘请本次挂牌的中介机构并决定其专业服务费用； 

    （4）根据全国股转系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不时要求或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新的规定，对本次挂牌方案、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制度进行修改，

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5）负责在本次挂牌完成后，对公司章程进行调整和修改，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事宜； 

（6）负责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票托管登记、限售登记

等事宜； 

（7）负责办理与本次挂牌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3、《关于同意公司股票以集合竞价方式转让的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方式确定及变更指引（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公司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将采取

集合竞价转让。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

事会、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的相关内容一致，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有关本次挂

牌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授权程序及范围均

合法有效。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本次申请挂牌。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挂牌尚

需全国股转系统审核批准。  

二、公司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依法设立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由前身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

以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经营期限自有限责任公司设

立之日起计算已经超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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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持有福州市市监局于 2018年 07月 31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50104567301226T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公司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榕北路 52号 3#楼 4层 3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谢桂萍 

注册资本 2050 万元 

实收资本 2050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红木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工艺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

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

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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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长期 

（二）公司有效存续 

根据公司所持《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不存在经营期限届满的情形。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以及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出

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解散的下列情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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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 

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

解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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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

限公司，没有出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经营

的情形，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的规定。 

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基本标准指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挂牌的各项实质条件核查如下：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及其所持《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系由其前身晶欣红木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02月 11日取

得福州市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104567301226T 的《营业执

照》，公司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设立及历次注册资本变更均依法

履行验资程序，注册资本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

部分之“四、公司的设立”。 

公司系由晶欣红木按原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时不存在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整理的情形，其持

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晶欣红木成立于 2010年 12

月 16日，公司存续满两年。公司申报财务报表最近一期截止日为 2018年 06月

30日，不早于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已超过两个完整会计年

度，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及《基本标准指引》第一项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司所持《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红木文化交流活动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工

艺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工原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红木家具

的设计、生产及销售。 

综上，公司能够明确、具体地阐述其经营的业务、产品或服务、用途及其商

业模式等信息，公司的业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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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的营运记录满足以

下条件： 

（1）公司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内形成与同期业务相关的持续营运记录。 

（2）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公司 2016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6,940,977.16

元，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8,046,904.18元，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

入累计不低于 1000万元。 

（3）根据挂牌《审计报告》，报告期末公司的股本为 2050 万股，不少于

500万股。 

（4）根据挂牌《审计报告》，报告期末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值为 1.47元/股，

不低于 1元/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 

3、基于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状况，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公司 2016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6,786,025.57元，其他业务收入为

154,951.59 元；2017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8,002,878.54元，其他业务收入为

44,025.64 元；2018年 1-6月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3,561,730.57 元,其他业务收入

为 1,237,900.08 元。其中，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97.77%、

99.45%、74.21%，主营业务突出。 

（2）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依法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

表，且已经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标准无保留的挂牌《审计报告》。 

（3）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已依法提交并公示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司近两年持续经营。截止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破产申请的清

晰，也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需要解散的情形。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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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及《基本标准指引》第二项

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治理机制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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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已按规定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

结构，制定了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并能有效运行，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1）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依法建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福建晶欣红木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福建晶欣红木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

作细则》《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福建晶欣红木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福建晶欣

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管理制度》《福建晶欣红木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财务制

度》等公司治理制度，公司治理机制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三、公司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2）根据报告期内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并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按照公司治理制度规范运行，

相关机构和人员均能依法履行职责。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份公司治理机制进行评估认为，

公司已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治理机制，并能有效、规范的执行，最大限度的保证

股东的权利实施、公司目标的实现。但因股份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公司治理理念

还不够深入，执行效率还有待提高，公司还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治理机制，以适

应公司的发展需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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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且不存在以下情形： 

①最近 24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者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认

定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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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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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5）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均依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

益。（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6）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

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报告期内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能够按照公司治理制度依法履行职责，

规范运作。 

2、合法规范经营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

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根据公司各主管部门（市监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等）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等网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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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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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说明及其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因公司规范经营适用重大违法

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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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业务无需主管

部门审批，除需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记载业务经营事项外，无需取得其

他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 

（4）根据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下属子公司的说明及其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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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

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启信宝网站（http://www.qixin.com/）、全国

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信用中国网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福州法院网

（http://fzszy.chinacourt.org/）、福州仓山法院网

（http://csqfy.chinacourt.org/article/search.shtml），公司及其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下属子公司不存在被

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5）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的业务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环保、质量、

安全等要求，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六、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

技术标准及安全生产”。 

（6）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说明、挂牌《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财务机构设置及运行独立且合法合规，会计核算规范。 

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能够独立开展会计核算、作出财务

决策。 

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及内控制度健全且得到有效执行，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符合《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及《公司法》《现金管

理条例》等其他法律法规要求。 

③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的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财务报表及附注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以及误导性陈述。公司财务报表已由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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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及《基本标准指引》第三项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股权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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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公司提供的历次工商变更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自设立以来发生的增资、减资及股权转让行为，均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并在工

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历次注册资本变更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

部分之“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2）公司由晶欣红木以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整体

变更设立，其折合的股本总额没有超过公司账面净资产，且每股的条件和价格相

同，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 

（3）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以及股东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由其真实持有，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他任何方

式代替他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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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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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①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历次工商变更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不存在下列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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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虽然发生

在 36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②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整体变更设

立后，各发起人未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的“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一年内不得转让”的限售规定。 

3、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晶欣工贸于 2016年 3 月 28日取得上股交

出具的编号为沪股交{2016}686 号的同意公司挂牌的通知文件，公司在上股交

“企业展示板”（原 Q板）挂牌展示。展示期间，公司仍为有限公司制，不存在

在展示板发布股权转让信息或通过展示板转让股权的情况。2018年 8月 1日，

公司在上股交“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系统发布了《暂停股份转让信息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依据上股交展示系统基本信批层相关业务规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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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股交报送的《暂停股份转让信息发布的申请》，已得到上股交批准，自 2018

年 8月 2日起，公司暂停股份转让信息发布。根据上股交的规定，公司如获得全

国股转系统同意挂牌函等批复文件后，可申请从上股交摘牌，公司将在取得全国

股转系统同意挂牌函后正式挂牌前完成摘牌手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不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及《基本标准指引》第四项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与开源证券签署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由开源证券作为

主办券商负责本次挂牌的推荐并对公司持续督导。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已完成了对公司的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对公司符合挂牌

条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出具推荐报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挂牌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及《基

本标准指引》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符合《公司法》《业务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股票挂牌的实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的设立过程 

公司系由晶欣红木通过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变更过程如下： 

1、2017 年 09月 01日，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1）同意晶欣红木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开展相关准

备工作；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确定的名称为准）。 

（2）同意以 2017年 08月 31日作为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和

评估的基准日，晶欣红木拟按照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 

（3）同意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聘请开元

评估对本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同意聘请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改制提供法律

服务。 

（4）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由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公司的全部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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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2、2018年 01月 15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

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27002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08月 31日，

晶欣红木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1,129,271.35 元，负债为 1,057,517.28 元，净资

产为 30,071,754.07 元。 

3、2018年 01月 20日，开元评估出具开元评报字（2018）第 072号《评估

报告》，截至 2017年 08月 31 日，晶欣红木经评估的总资产为 4,089.89万元，

负债为 105.75万元，净资产为 3,984.14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976.96万元，增

值率为 32.49%。 

4、2018年 02月 08日，福建省工商局核发（闽）登记内名变核字[2018]第

5719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晶欣红木的名称变更为“福建晶欣

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5、2018年 02月 08日，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 

（1）同意晶欣红木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

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将公司整体变更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撤销原组织机构。 

（2）同意晶欣红木名称由“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晶

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3）审议通过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

华审会字（2018）第 327002 号《审计报告》。 

（4）同意晶欣红木整体变更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具体方案如下：以晶

欣红木截至 2017年 08月 31 日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

法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30,071,754.07 元，按照 1：0.6817 的比例折合 2,05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其余人民币 9,571,754.07元计入资本公积。 

（5）同意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由依法定程序变更后的股

份有限公司依法承继。 

（6）授权谢桂萍、韦信铁、吴善红、谢耀瑜、谢宏共同组成股份有限公司

筹备委员会，全权负责下述与晶欣红木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事宜：聘

请与晶欣红木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中介机构；草拟股份有限公司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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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协议并提交股东讨论签署；草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制度并提交股东讨

论签署；处理其他与本次变更有关的事宜。 

    6、2018年 02月 08日，晶欣红木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签署《福建晶欣红木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根据该协议，晶欣红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以 2017年 08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中的 2,050万元折为股本 2,050万股（每

股面值 1元），净资产扣除折合股本后的余额 9,571,754.07 元计入资本公积；

各发起人按原出资比例享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7、2018年 02月 08日，晶欣红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叶炜为晶欣

股份的第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8、2018年 02月 08日，晶欣红木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

体发起人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报告>的议案》； 

（2）《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 

（3）《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净资产折股为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4）《关于确认、批准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以及为筹建

股份公司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协议等均由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承

继的议案》； 

（5）《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选举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关于选举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8）《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2）《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3）《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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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15）《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

度>的议案》 

（16）《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登记注册等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8]第 327001号

《验资报告》对本次的出资进行验证：经其审验，截至 2018 年 02月 08日，公

司之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书、章程的规定，以其拥有的晶欣红木截至 2017

年 08月 31日止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30,071,754.07元折成等额股份，其中人民

币 20,500,000.00 元折合为公司的股本，股本总额共 20,500,000.00 股，每股面

值 1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余额人民币 9,571,754.07元转入资本公积。 

9、2018年 02月 0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审议

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韦信铁为公司的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2）《关于聘任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谢桂萍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谢桂萍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0、2018年 02月 0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监事审

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黄贞霞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11、2018年 02月 11日，公司取得了福州市市监局核发的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50104567301226T 的《营业执照》。股份公司设立时，发起人、认购股份数、

持股比例、出资方式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谢桂萍 860.00 41.95 净资产 

2 韦信铁 782.00 38.15 净资产 

3 吴善红 120.00 5.85 净资产 

4 陈宁慧 80.00 3.90 净资产 

5 谢宏 52.00 2.54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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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耀瑜 50.00 2.43 净资产 

7 黄良辉 30.00 1.46 净资产 

8 方翾 20.00 0.98 净资产 

9 黄柏林 20.00 0.98 净资产 

10 吴华城 16.00 0.78 净资产 

11 谢彬 10.00 0.49 净资产 

12 林梦 10.00 0.49 净资产 

合计 2,050.00 100.00 --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按晶欣红木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其设立的程序、条件、方式及发起人资格均符合当时有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经在市监局登记，其设立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

以评估值入资设立股份公司的情况。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以其在晶欣红木的权益

作为出资，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依据确定公司股本，设立过程中履行了有关审

计、评估、验资等必要的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所议事项及所作出的决议均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以晶欣红木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了晶

欣红木全部的生产经营性资产、辅助设施及各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具

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公司的业务均为自主实施并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不存在影

响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公司不存在需要依靠与股东或其他关联

方的关联交易才能经营获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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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二）公司资产的独立性 

1、根据公司提供的验资报告、银行支付凭证以及股改《审计报告》，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前身的注册资本以及历次增资均已足额缴纳，股东投入股

份公司的资产已足额到位。 

2、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拥有其生产经营所必需资

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资产产权清晰，公司对该等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合法

有效，上述权利的获得或行使独立于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公

司与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产权属关系的界定明确，不存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三）公司人员的独立性 

1、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履行了选举、更换、聘任或解聘的程序，不存在控股股东超越权限

干预公司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2、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书面材料，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兼

职情况如下（任职公司详情参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 

序

号 
姓名 公司任职情况 

其他公司任职情况 其他任职单位

与公司关系 任职企业 任职职务 

1 谢桂萍 
董事、总经理、

财务总监 
泉州工力家具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事控制的其

他公司 

2 韦信铁 董事长 

泉州工力家具有限公司 监事 
董事控制的其

他公司 

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全资子公司 

福州航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董事控制的其

他公司 

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董事控制的其

他公司 

海南丰盛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董事控制的其

他公司 

3 谢宏 
董事、董事会

秘书 

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监事 全资子公司 

4 吴善红 董事 福建省鸳鸯溪酒业有限公司 监事 董事控制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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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公司 

西安玖龙物资有限公司 监事 
董事参股的其

他公司 

5 谢耀瑜 董事 无 无 -- 

6 黄贞霞 监事会主席 

福建三明金明农资有限公司 监事 
监事任职的其

他公司 

福建省海晟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董事 

监事任职的其

他公司 

7 魏国良 监事 

福州玖月奇迹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监事参股的其

他公司 

福州雨天晴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监事参股的其

他公司 

8 叶炜 职工监事 无 无 --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均在公司专职工作及领取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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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财务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中兼职的情形。 

    3、经查阅公司员工名册、劳动合同、工资明细表、与管理层及员工交谈、

以及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均签订了《劳动

合同》，独立发放员工工资。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人员独立。 

（四）公司机构的独立性 

1、公司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并聘请了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章程》对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做了明确规定。 

2、公司的上述机构按照《公司章程》和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独立决策和 

运作，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

间不存在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3、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办公机构和经营场所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开，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机构设置、运作保持独立完整，公司的机构独立。 

（五）公司财务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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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根据公司提供的

《开户许可证》，公司独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开立基本

存款账户，银行账号为 35050188000700002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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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2、公司持有福州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代码为 91350104567301226T 的

《营业执照》，公司依法独立纳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的情况。 

3、根据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其他应收账款明细及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27040号《审计报告》附注，公司截至 2018

年 06月 30日，其他应收款项中不含有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欠款。 

4、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干预公司资金使用的情形。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公司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职务或领

薪。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较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六、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 

1、发起人及其主体资格 

公司共有 12名自然人发起人。各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1）谢桂萍，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5010219700906****，住所：福

州市台江区五一中路,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860 万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41.95%，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 

（2）韦信铁，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5222819681105****，住所：福

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北署前路,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782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15%，现任公司董事长。 

（3）吴善红，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5222819681207****，住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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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后岗站前路,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120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85%，现任公司董事。 

（4）谢耀瑜，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058319720226****，住所：福建

省南安市金淘镇东门村吾洋墟,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5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3%，现任公司董事。 

（5）谢宏，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010219720405****，住所：福建

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52万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2.54%，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6）陈宁慧，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222819730402****，住所：广

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市建三公司,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8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0%。 

（7）黄良辉，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220119751221****，住所：福建

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薛令之路,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30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 

（8）黄柏林，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011119560902****，住所：福建

省福州市鼓楼区桂枝里,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20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0.98%。 

（9）方翾，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010219840712****，住所：福建省

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取得菲律宾的长期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2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 

（10）吴华城，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222819870223****，住所：福

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化工路，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16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 

（11）林梦，女,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010219721208****，住所：福建

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新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10万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0.49%。 

（12）谢彬，男，中国国籍，身份号码：35010219601201****，住所：福建

省福州市鼓楼区屏东路，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10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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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起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人

的资格，其人数、住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起人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公司的发起人均为公司前身的股东。根据各发起人于 2018 年 02月 08日签

署的《发起人协议》及公司前身股东会于 2018年 02月 0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所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50万元，全部由各发起人以其在公司前身拥

有的净资产投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情况进行了

审验，根据其于 2018年 02月 08 日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8]第 327001

号《验资报告》所载，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已缴足。 

各发起人的认购股份数、持股比例、出资方式具体为：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谢桂萍 860.00 41.95 净资产 

2 韦信铁 782.00 38.15 净资产 

3 吴善红 120.00 5.85 净资产 

4 陈宁慧 80.00 3.90 净资产 

5 谢宏 52.00 2.54 净资产 

6 谢耀瑜 50.00 2.43 净资产 

7 黄良辉 30.00 1.46 净资产 

8 方翾 20.00 0.98 净资产 

9 黄柏林 20.00 0.98 净资产 

10 吴华城 16.00 0.78 净资产 

11 谢彬 10.00 0.49 净资产 

12 林梦 10.00 0.49 净资产 

合计 2,050.00 100.00 --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现有股东 

经核查，股份公司成立后不存在增资、股份转让的行为，公司的发起人即公

司现有的股东，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六、发起人和股东之（一）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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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三）股东出资的合法性 

1、公司整体变更前，股东出资的合法性 

公司由晶欣红木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其出资已由各股东缴

足，各股东出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七、公司的历史沿革及股本

演变”。 

2、公司整体变更时，发起人出资的合法性 

公司由晶欣红木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其出资已由各发起人缴

足，各发起人出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四、公司的设立”。 

3、资产或权利的权属变更 

公司系由晶欣红木整体变更设立而成，公司前身的资产、债权债务全部由公

司承继，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公司资产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

分之“十、公司的主要资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各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将上述资产投入公司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4、股东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经核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信用中国”官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全国法院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等，并根据股东、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个人信用报告》及《无犯罪记录证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未发现公司以及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报告期

初至申报材料提交审查期间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

形。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和《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

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规定，公司不存在涉及司法执行及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

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的对象。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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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材料及有关人员说明，谢桂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为 41.95%。同时，谢桂萍还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参与并

决定公司重大战略和发展规划，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谢桂萍所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

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谢桂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材料及有关人员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谢桂萍、

韦信铁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依据如下： 

1、谢桂萍、韦信铁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材料及有关人员说明，报告期内，谢桂萍持有公司 41.95%的

股权、韦信铁持有公司 38.15%的股权，合计持有公司 80.10%的股权。 

2、谢桂萍、韦信铁互为一致行动人，于 2018年 02月 08 日共同签署《一致

行动人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的事项及其他相关重大事项均应采取一致行

动，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协议双方事先确定的一致的投票意见对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行使表决权，向股东会行使提案权，行使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权。 

（2）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会行

使提案权和在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保持充分一致。 

（3）如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会提出议案时，须事

先与协议另一方充分进行沟通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以本协议双方名义共同

向股东会提出提案。 

（4）协议双方在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前须充

分沟通协商，就行使何种表决权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股东会上对

该等事项行使表决权。 

（5）在本协议生效期限内，未经协议另一方全部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所

持股份进行质押或设置其他第三方权益。 

（6）如确无法协商形成一致意见的，以谢桂萍的意见为双方最终意见。 

3、晶欣红木自 2016年以来，韦信铁一直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谢桂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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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长期实际管理公司的经营事务；股份公司成立后，韦信

铁担任公司董事长、谢桂萍担任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足以对股东大

会、董事会的决议和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谢桂萍、韦信铁为公司共

同实际控制人。 

4、根据公司股东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及公司股

东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最近 24个月内，谢桂萍、韦信铁不存

在如下情形： 

（1）受到或曾受到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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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股东谢桂萍、韦信铁互为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80.10%的股份并对

公司的重大事务有决策权和影响力，可以控制、支配公司的行为，故股东谢桂萍、

韦信铁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个月内不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其行为合法合规。 

七、公司的历史沿革及股本演变 

（一）公司前身的历史沿革及股本演变 

1、2010 年 12 月 16 日，福建浩腾贸易有限公司成立 

2010 年 11 月 10 日，福建省工商局作出（闽）登记内名预核字[2010]第

0000101110020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有限公司名称为

“福建浩腾贸易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6 日，股东何开延、池泽龙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

选举何开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并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选举池泽龙担

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聘任何开延担任公司经理，任期三年；通过《公司章程》。 

根据《福建浩腾贸易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

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住所地为福州

市仓山区建新镇金山投资区金工路 15号 1号楼 5层 20号；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意见书  

25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股东何开延认缴 400 万元，首期出资 80 万元，其

余认缴额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前实缴完毕；股东池泽龙认缴 100 万元，首期出

资 20 万元，其余认缴额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前实缴完毕；经营期限为 20 年，

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2010 年 12月 15日，福州东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福祥内验字（2010）第 FD669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0 年 12 月 15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何开延、池

泽龙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均以货币出资。 

2010 年 12 月 16 日，有限公司取得了由福州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5010010024369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有限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

额比例 

（%） 

何开延 400.00 80.00 80.00 16.00 

池泽龙 100.00 20.00 20.00 4.00 

合计 500.00 100.00 100.00 20.00 

 有限公司设立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福建浩腾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山投资区金工路 15 号 1号楼 5 层 20号 

法定代表人 何开延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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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30年12月15日 

2、2012 年 04 月 19 日，有限公司第一次公司名称变更、第一次股东变更、

第一次经营范围变更、第一次董监高变更 

2012 年 04月 09日，福州市工商局作出（榕）登记内名预核字[2012]第 3341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同意核准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建省晶欣工

贸有限公司”。 

2012 年 04月 10日，何开延与谢桂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何

开延将所持有公司的 80%股权出资额 400万元，实缴出资额 80万元，未缴出资

额 320万元，以 80万元价格转让给谢桂萍。 

2012 年 04月 10日，池泽龙与谢桂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池

泽龙将所持有公司的 10%股权出资额 50万元，实缴出资额 10 万元，未缴出资额

40万元，以 10万元价格转让给谢桂萍。 

2012 年 04月 10日，池泽龙与谢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池泽

龙将所持有公司的 10%股权出资额 50万元，实缴出资额 10万元，未缴出资额 40

万元，以 10万元价格转让给谢宏。 

2012 年 04月 10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公司名

称变更为“福建省晶欣工贸有限公司”；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家

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

品、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机构经营）”；同意原股东何开延将所持有公司的

80%股权出资额 400万元，实缴出资额 80万元，未缴出资额 320万元，以 80万

元价格转让给新股东谢桂萍；同意原股东池泽龙将所持有公司的 10%股权出资额

50万元，实缴出资额 10万元，未缴出资额 40万元，以 10万元价格转让给新股

东谢桂萍；同意原股东池泽龙将所持有公司的 10%股权出资额 50万元，实缴出

资额 10 万元，未缴出资额 40 万元，以 10万元价格转让给新股东谢宏；同意免

去何开延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以及池泽龙公司监事职务；重新选举谢宏担任

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重新聘任高江鹏担任公司监事，任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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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新聘任谢桂萍担任公司经理，任期三年；根据本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

程》。 

2012 年 04月 19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

额比例 

（%） 

谢桂萍 450.00 90.00 90.00 18.00 

谢宏 50.00 10.00 10.00 2.00 

合计 500.00 100.00 100.00 20.00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福建省晶欣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山投资区金工路 15 号 1号楼 5 层 20号 

法定代表人 谢宏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

机构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30年12月15日 

3、2012 年 08 月 29 日，有限公司第一次注册地址变更 

2012 年 07月 15日，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公司注

册地址变更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榕北路 52号 3#楼 4层 303单元”；根

据本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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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08月 29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福建省晶欣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榕北路 52号 3#楼 4层 3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谢宏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

机构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30年12月15日 

4、2012 年 11 月 22 日，有限公司第一次出资时间变更 

2012 年 11月 16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股东出

资时间由“2012年 12月 14日”变更为“2013年 12月 13日”；根据本次会议

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2 年 11月 22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5、2013 年 08 月 20 日，有限公司第一次实收资本变更 

2013 年 08月 19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公司实

收资本由 100万元增至 500万元，本次增加的实收资本 400万元，由谢桂萍增加

出资 360 万元，谢宏增加出资 40 万元；根据本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3 年 08月 20日，福建德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进行验资，并

出具德健报字（2013）第 D551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3 年 08月 20日止，

有限公司已收到谢桂萍、谢宏缴纳的第二期出资，新增实收资本 400万元整；有

限公司股东本次出资连同第一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有限公司

的实收资本为 5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2013 年 08月 20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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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

额比例 

（%） 

谢桂萍 450.00 90.00 450.00 90.00 

谢宏 50.00 10.00 50.00 10.00 

合计 500.00 100.00 500.00 100.00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福建省晶欣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榕北路 52号 3#楼 4层 3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谢宏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

机构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30年12月15日 

6、2016 年 04 月 27 日，有限公司第一次注册资本变更、第二次实收资本变

更、第二次股东变更、第二次董事监事变更 

2016 年 03月 31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1）同意公

司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增加至 2000 万元，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各股东认缴出资

情况为：股东谢桂萍认缴出资额 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出资时间为 2026

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谢宏认缴出资额 52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2.6%，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韦信铁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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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 70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1%，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

资方式为货币；股东吴善红认缴出资额 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出资时

间为 2026 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陈宁慧认缴出资额 8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

谢耀瑜认缴出资额 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

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方翾认缴出资额 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出

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林梦认缴出资额 1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0.5%，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

吴华城认缴出资额 1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8%，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

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谢安强认缴出资额 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出资

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陈耕认缴出资额 6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3.0%，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福州开发

区美高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出资时间

为 2026 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谢彬认缴出资额 1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0.5%，出资时间为 2026 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2）同意撤

销公司原组织机构，设立董事会，选举谢桂萍、韦信铁、吴善红、谢耀瑜、谢宏

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选举谢宏担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

选举韦信铁担任副董事长，任期三年；选举黄贞霞担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选

举谢桂萍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3）根据本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6 年 03月 03日，福州市诚振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此次进行验资，并出具福诚振义验字（2016）第 NY3-7号《验资报告》，确认截

至 2016 年 03月 02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1500万元整，其中，谢桂萍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525万元整（350

万元作为实收资本、17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谢宏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3万元整（2万元作为实收资本、1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韦信铁实际缴纳新增

出资额人民币 1053万元整（702 万元作为实收资本、31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吴善红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180万元整（12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60万元

作为资本公积）；陈宁慧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120万元整（80万元作为

实收资本、4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谢耀瑜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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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50 万元作为实收资本、25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谢桂萍实际缴纳新增出资

额人民币 525万元整（35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17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谢桂

萍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525 万元整（35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175万元作

为资本公积）；方翾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30万元整（20万元作为实收资

本、1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林梦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15万元整（10

万元作为实收资本、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吴华城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24万元整（16万元作为实收资本、8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谢安强实际缴纳新

增出资额人民币 90万元整（6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3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陈

耕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90 万元整（6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30万元作为资

本公积）；福州开发区美高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30

万元整（2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1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谢彬实际缴纳新增出

资额人民币 15万元整（1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全部以

货币出资；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合计 2000万元整，实收资本合计 2000万元整。 

2016 年 04月 27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

额比例 

（%） 

谢桂萍 800.00 40.00 800.00 40.00 

谢宏 52.00 2.60 52.00 2.60 

韦信铁 702.00 35.10 702.00 35.10 

吴善红 120.00 6.00 120.00 6.00 

陈宁慧 80.00 4.00 80.00 4.00 

谢耀瑜 50.00 2.50 50.00 2.50 

方翾 20.00 1.00 20.00 1.00 

林梦 10.00 0.50 10.00 0.50 

吴华城 16.00 0.80 16.00 0.80 

谢安强 60.00 3.00 6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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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耕 60.00 3.00 60.00 3.00 

福州开发区美高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 1.00 20.00 1.00 

谢彬 10.00 0.50 10.00 0.50 

合计 2000.00 100.00 2000.00 100.00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福建省晶欣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榕北路 52号 3#楼 4层 3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谢宏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

机构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30年12月15日 

7、2016年 05月 24日，有限公司第二次名称变更、第二次经营范围变更 

2016 年 05月 12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公司名

称变更为“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红木文化

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

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化工

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

工（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根据本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6 年 05月 24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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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榕北路 52号 3#楼 4层 3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谢宏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红木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

械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

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机

构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30年12月15日 

8、2017 年 07 月 31 日，有限公司第三次股东变更 

2017 年 07月 21日，陈耕与韦信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陈耕

将所持有公司的 3%股权（认缴出资额 60万元人民币）以 90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

韦信铁。 

2017 年 07月 21日，福州开发区美高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韦信铁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福州开发区美高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公司的

1%股权（认缴出资额 20万元人民币）以 3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韦信铁。 

2017 年 07月 31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原股东

陈耕将所持有公司的 3%股权出资额 60万元人民币以 9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

给股东韦信铁；同意原股东福州开发区美高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公司的

1%股权出资额 20万元人民币以 3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股东韦信铁；根据本

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7 年 07月 31日，福州市仓山区工商局核准有限公司本次变更。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占注册资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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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单位：万元 

额比例 

（%） 

谢桂萍 800.00 40.00 800.00 40.00 

谢宏 52.00 2.60 52.00 2.60 

韦信铁 782.00 39.10 782.00 39.10 

吴善红 120.00 6.00 120.00 6.00 

陈宁慧 80.00 4.00 80.00 4.00 

谢耀瑜 50.00 2.50 50.00 2.50 

方翾 20.00 1.00 20.00 1.00 

林梦 10.00 0.50 10.00 0.50 

吴华城 16.00 0.80 16.00 0.80 

谢安强 60.00 3.00 60.00 3.00 

谢彬 10.00 0.50 10.00 0.50 

合计 2000.00 100.00 2000.00 100.00 

9、2017 年 08 月 23 日，有限公司第四次股东变更 

2017 年 8月 17日，谢安强与谢桂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谢安

强将所持有公司的 3%股权（认缴出资额 60万元人民币）以 90万元人民币转让

给谢桂萍。 

2017 年 8月 17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原股东谢

安强将所持有公司的 3%股权出资额 60万元人民币以 9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

给股东谢桂萍；根据本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8 年 08月 23日，福州市仓山区工商局核准有限公司本次变更。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

额比例 

（%） 

谢桂萍 860.00 43.00 860.00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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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宏 52.00 2.60 52.00 2.60 

韦信铁 782.00 39.10 782.00 39.10 

吴善红 120.00 6.00 120.00 6.00 

陈宁慧 80.00 4.00 80.00 4.00 

谢耀瑜 50.00 2.50 50.00 2.50 

方翾 20.00 1.00 20.00 1.00 

林梦 10.00 0.50 10.00 0.50 

吴华城 16.00 0.80 16.00 0.80 

谢彬 10.00 0.50 10.00 0.50 

合计 2000.00 100.00 2000.00 100.00 

10、2017 年 08 月 28 日，有限公司第二次注册资本变更、第三次实收资本

变更、第五次股东变更 

2017 年 08月 21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1）同意公

司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增加至 2,050万元，其中新股东黄良辉认缴 30万元，

黄柏林认缴 20万元。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各股东认缴出资情况为：股东谢桂萍

认缴出资额 8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1.95%，出资时间为 2026 年 12月 31日前，

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谢宏认缴出资额 5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4%，出资时

间为 2026 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韦信铁认缴出资额 782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38.15%，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

东吴善红认缴出资额 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85%，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陈宁慧认缴出资额 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90%，

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 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谢耀瑜认缴出资额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43%，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

币；股东方翾认缴出资额 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98%，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

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林梦认缴出资额 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49%，

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 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吴华城认缴出资额 1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78%，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

币；黄柏林认缴出资额 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98%，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

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黄良辉认缴出资额 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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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 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谢彬认缴出资额 1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0.49%，出资时间为 2026年 12月 31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2）

根据本次会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7 年 08月 24日，福建兴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进行验资，并

出具闽兴佳验字（2017）第 024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7年 08月 24日

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黄柏林、黄良辉共同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50万元，其中，黄柏林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 30万元（2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1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黄良辉实际缴纳新增出资额 45万元（30万元作为实收资

本、1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为 2050

万元，实收资本为 2050万元。 

2017 年 08月 28日，有限公司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金榕北路 52号 3#楼 4层 3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谢宏 

注册资本 2050万元 

实收资本 205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红木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

械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

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机

构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10年12月16日至2030年12月15日 

本次变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占注册资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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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单位：万元 

额比例 

（%） 

谢桂萍 860.00 41.95 860.00 41.95 

谢宏 52.00 2.54 52.00 2.54 

韦信铁 782.00 38.15 782.00 38.15 

吴善红 120.00 5.85 120.00 5.85 

陈宁慧 80.00 3.90 80.00 3.90 

谢耀瑜 50.00 2.43 50.00 2.43 

方翾 20.00 0.98 20.00 0.98 

林梦 10.00 0.49 10.00 0.49 

吴华城 16.00 0.78 16.00 0.78 

谢彬 10.00 0.49 10.00 0.49 

黄良辉 30.00 1.46 30.00 1.46 

黄柏林 20.00 0.98 20.00 0.98 

合计 2050.00 100.00 2050.00 100.00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及股本演变 

1、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2月 11日，晶欣红木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 

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四、公司的设立”。 

2、股份公司的股本演变 

经核查，自股份公司成立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晶欣股份现有股

东均为公司发起人，未发生过股权变动。 

3、2018 年 07 月 31 日，股份公司第一次变更经营期限、第一次变更经营范

围 

2018 年 06月 09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以投票

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通过《关于公司经营期限变更为长期的议案》，公司经营期限由 20

年变更为长期。 

（2）通过《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公司经营范围由“红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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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

用百货、工艺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

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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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红木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

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工艺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

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

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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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关于新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4）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6）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8）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总结>的议案》。 

（9）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11）通过《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表决时涉及关联方

应回避议案表决。回避董事为谢桂萍、韦信铁、谢宏 3位董事，参与本议案表决

的董事为谢耀瑜、吴善红 2位董事，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2018 年 06月 30日，股份公司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以投票表决的

方式，一致同意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通过《关于公司经营期限变更为长期的议案》，公司经营期限由 20

年变更为长期。 

（2）通过《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公司经营范围由“红木文化

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

用百货、工艺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

家具的加工（另设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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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红木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

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日用百货、工艺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

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

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家具的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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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关于新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4）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6）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8）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总结>的议案》。 

（9）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1）通过《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表决时涉及关联方

应回避议案表决。回避股东为谢桂萍、韦信铁、谢宏 3位股东，参与本议案表决

的股东代表股份 356万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三）公司股份质押及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向公司股东确认、查询公司工商资料，并根据公司股东出具的《股

东确认函》显示：“本人历次用于公司出资、增资所使用的资金来源均合法且为

自有资金，不会受到第三方的追缴；本人实际持有公司股份，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

任何权属纠纷或潜在争议；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及权

利受限制的情形；本人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间不存在任何纠纷、争议或潜在纠

纷；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本人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或相关

安排，亦无其他任何形式的特殊协议或安排；如之前存在该等协议或安排的，相

关协议或安排将自本函出具之日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本所律师认为，晶欣股

份股东所持公司的股份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冻结

或者设定其他第三方权利等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股权变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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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合法、合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登记手续；

公司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

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设定其他第三方权利等情形。 

八、公司的业务 

（一）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及目前持有福州市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50104567301226T 的《营业执照》，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为：红木

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日用百货、工艺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

电器、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制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木制品、

家具的加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为红木家具

的设计、生产及销售，其实际从事的业务均未超出《营业执照》中规定的经营范

围。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公司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 1-6月的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6,786,025.57 元、8,002,878.54元、3,561,730.57元，占营业

收入比重分别为 97.77%、99.45%、74.21%，主营业务突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在其《营业执照》所载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存在法律障碍；公司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突出，其经营范围、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经依法核

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业务资质及认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核查，目前公司主要从事红木家具的设计、生

产和产品销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无需主管部门审批，除

需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记载业务经营事项外，无需取得其他的资质、许

可或特许经营权等。 

（三）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的经营活动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目前未在

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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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核查，公司经营

期限为长期，《公司章程》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法律障碍的条款和内容。公

司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 

2、根据公司的声明并经核查，公司的主要经营性资产不存在被采取查封、

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的情形。 

3、根据工商、税务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受到上述主

管部门的处罚，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情形。 

4、根据公司的声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签署过存在或可

能存在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法律障碍的协议、合同及其它使公司的持续经营受到

约束或限制的法律文件。 

5、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

存在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不存在根据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公司主体资格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

范围内，有权在其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和经营活动，其经营范围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的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或潜在

的法律风险。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关联方如下： 

1、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谢桂萍，谢桂萍、韦信铁为共同实际控制人，详见本法律

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六、发起人和股东”。 

2、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谢桂萍、韦信铁、吴善红，其中谢桂萍持股

41.95%、韦信铁持股 38.15%、吴善红持股 5.85%。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

“六、发起人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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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董事 5人，分别为韦信铁、谢桂萍、谢宏、吴善红、谢耀瑜；现任

监事 3人，分别为黄贞霞、魏国良、叶炜；高级管理人员包括经理兼财务总监谢

桂萍、董事会秘书谢宏。（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五、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除公司董事谢桂萍与谢宏系

亲姐妹关系外，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的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其父母、兄弟姐妹等。 

5、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除公司及其

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1）泉州工力家具有限公司 

名称 泉州工力家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05MA31UJNY3Y 

住所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山腰街道办事处办公楼二楼 209 室 

法定代表人 谢桂萍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家具、工艺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的销售；木

制品、家具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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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自2018年06月29日至2068年06月28日 

股权结构 

谢桂萍 认缴550万元（55%） 

韦信铁 认缴450万元（45%） 

管理层成员 董事长 谢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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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谢桂南 

监事 韦信铁 

（2）福州航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福州航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558113839X1 

住所 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 11层 100 区间（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 韦信铁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从事网络科技产品领域内的网络技术研发、销售及服务，综合网络

布线；从事电子科技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电子产品及其配件的安装、销售、维护、保养、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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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自2011年09月02日至2041年09月01日 

股权结构 

韦信铁 认缴90万元（90%） 

韦秉梁 认缴10万元（10%） 

管理层成员 

执行董事兼经理 韦信铁 

监事 韦秉梁 

（3）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名称 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3676517835U 

住所 福州市台江区群众路 53号福德裕苑 1 号楼二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 韦信铁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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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电机及配件、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服装、工艺品、木制品、汽车

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润滑油、燃料油、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石材批发、代购代销；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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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自2008年06月23日至长期 

股权结构 

韦信铁 认缴450万元（90%） 

韦秉梁 认缴50万元（10%） 

管理层成员 

执行董事兼经理 韦信铁 

监事 韦秉梁 

（4）海南丰盛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 海南丰盛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671067230F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道学养猪小区 

法定代表人 韦信铁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种猪、商品猪、禽类饲养、销售；饲料销售 

经营期限 自2008年03月12日至2038年03月12日 

股权结构 

韦信铁 认缴80万元（80%） 

叶枝东 认缴20万元（20%） 

管理层成员 

执行董事兼经理 韦信铁 

监事 叶枝东 

（5）西安玖龙物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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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西安玖龙物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6791657219K 

住所 西安市新城区石家街甲字 6 号中企钢贸城南排 206 室 

法定代表人 刘开 

注册资本 56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钢材、铝型材、建材（除木材）、石材、陶瓷制品销售；仓储服务

（除专控及危险品）；铝合金门窗安装。(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

不得经营) 

经营期限 自2006年08月11日至长期 

股权结构 

刘开 认缴224万元（40%） 

吴善红 认缴336万元（60%） 

管理层成员 

执行董事兼经理 刘开 

监事 吴善红 

6、公司的子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对外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为福州古

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MA3460LA48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乌龙江南大道 33 号三盛南香湖 112#楼

03 联排住宅 

法定代表人 韦信铁 

注册资本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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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公司的历史沿革 

①2016 年 02月 05日，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2016年 02月 02日，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榕）登记内名预核字[2016]

第 1639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有限公司名称为“福州

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02 月 02 日，晶欣工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一致决议通过设立全资

子公司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谢宏担任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委派韦信铁担任福州古树古木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的监事，任期三年；聘任谢桂萍担任总经理；制定并通过《福州古

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 

根据《福州古树古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古树古木的经营范围为

“对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及投

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

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网站建设及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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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地为福建省福州市闽侯

实收资本 0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对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业

的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网站建设及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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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自2016年02月05日至2066年02月04日 

股权结构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100万元（100%） 

管理层成员 

执行董事 韦信铁 

经理 韦信铁 

监事 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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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南屿镇乌龙江南大道 33 号三盛南香湖 112#楼 03 联排住宅；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股东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认缴 100 万元，于 2026 年 02 月 28 日前

实缴完毕；经营期限为 50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2016 年 02 月 05 日，古树古木取得了由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100MA3460LA4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古树古木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情况 

认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人民币） 

单位：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

额比例 

（%） 

福建省晶欣工贸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 0.00 0.00 

合计 100.00 100.00 0.00 0.00 

②2018 年 08月 06日，古树古木第一次股东名称变更、第一次执行董事、

总经理、监事变更 

2018 年 08月 02日，古树古木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同意公司股东

福建省晶欣工贸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同

意撤销公司的组织机构，重新委派韦信铁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并为公司法定代表

人，重新委派谢宏担任公司监事，重新聘请韦信铁担任公司经理；同意就上述变

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同意通过公司的《章程修正案》。 

2016 年 08月 06日，古树古木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

2018年 06月 30日止，公司与关联方近两年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方采购商品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 - 828,7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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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资金拆借 

（1）拆入资金明细 

单位：元 

关联方 2018.1.1 资金拆入 资金偿还 2018.6.30 

谢桂萍  120,386.36  120,386.36 

合计  120,386.36  120,386.36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1.1 资金拆入 资金偿还 2017.12.31 

谢桂萍 21,768.83  21,768.83 - 

谢宏 1,020,349.00  1,020,349.00 - 

韦信铁  4,417,811.00 4,417,811.00 - 

合计 1,042,117.83 4,417,811.00 5,459,928.83 - 

单位：元 

关联方 2016.1.1 资金拆入 资金偿还 2016.12.31 

福州市裕森源贸易

有限公司 
7,223,076.72  7,223,076.72 - 

谢桂萍 7,293,210.18 4.00 7,271,445.35 21,768.83 

谢宏 3,150,000.00 1,020,349.00 3,150,000.00 1,020,349.00 

合计 17,666,286.90 1,020,353.00 17,644,522.07 1,042,117.83 

（2）拆出资金明细 

单位：元 

关联方 2018.1.1 资金拆出 资金偿还 2018.6.30 

谢桂萍 385,450.88  385,450.88 - 

谢宏 14,377.10  14,377.10 - 

韦信铁 103,337.00  103,337.00 - 

合计 503,164.98  503,164.98 -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1.1 资金拆出 资金偿还 2017.12.31 

福州市裕森源贸

易有限公司 
10,787,100.01  10,787,100.01 - 

谢桂萍  385,450.88   385,450.88 

谢宏  14,377.10  14,377.10 

韦信铁  103,337.00  103,337.00 

合计 10,787,100.01 503,164.98 10,787,100.01 503,1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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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 2016.1.1 资金拆出 资金偿还 2016.12.31 

谢宏 210,987.92  210,987.92 - 

韦信铁 1,918,166.70  1,918,166.70 - 

福州市裕森源贸

易有限公司 
 10,787,100.01  10,787,100.01 

合计 2,129,154.62 10,787,100.01 2,129,154.62 10,787,100.01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6.30 2017.12.31 2016.12.31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其他应收款 谢桂萍  385,450.88  

其他应收款 谢宏  14,377.10  

其他应收款 韦信铁  103,337.00  

其他应收款 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10,787,100.01 

合计   503,164.98 10,787,100.01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6.30 2017.12.31 2016.12.31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其他应付款 谢宏   1,020,349.00 

其他应付款 谢桂萍 120,386.36  21,768.83 

合计   120,386.36  1,042,117.83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主要是采购原材料，根据市场的市场特点，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购销业务，符合公司及关联方日常业务经营需求，有利

于双方的经营，该等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的原则进行，且公司与

各关联方均独立核算，关联交易真实、定价合理、交易价格公允，与业务经营需

求相匹配，具有必要性且符合市场价格公允性的要求，不存在公司利用关联交易

与关联方有利益输送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已永久性终止了日常关联采购业务，

公司不存在对关联方采购重大依赖之情形。截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公司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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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全部股东借款，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之情形。 

此外，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的相关制度

且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及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需要，且价格公

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

影响。 

（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建立和健全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公司未来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借款等将严格履行相关审议批准程序，

挂牌后还将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书面资料，晶欣股份成立后，公司已在《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关联股

东及关联董事在关联交易表决中的回避制度，并建立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

序，同时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分别为

规范关联交易作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及本人将依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保持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

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公

司无与发起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管所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其他经济实体存在关

联交易。 

2、公司及本人若将来与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管所投资或者控

制的企业/其他经济实体进行关联交易，公司将保证在与其进行关联交易时将按

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遵循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并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公司将保证不通过与发起人/股东/

董事/监事/高管现在或将来所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关联交易

输送特殊利益,不会进行有损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3、公司及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股东造成损失，公司将作出全面、

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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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承诺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是不可撤销的承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上述关联交易中已采取了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

利益进行保护，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的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一）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了泉州工力家具有限公司与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外经营范围与公司相同或相类似外，以上企业与公司无共同的或类似的经营业

务，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1）泉州工力家具有限公司 

泉州工力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经营范围为家具、工艺品(不含文物、

象牙及其制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的销售;木制品、家具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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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尚未展开经营活动。根据泉州工力的

说明，泉州工力经营范围含“木制品、家具的生产”系为购买泉州市泉港区内一

工业厂房，以便能顺利办理土地、房产的过户手续。 

同时，因泉州工力成立之间未满一年，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

22条的规定，企业名称经核准登记注册后，无特殊原因在 1 年内不得申请变更。

因此泉州工力虽提交了变更名称申请，但未能准予变更。目前泉州工力名称中仍

有“家具”二字，但泉州工力无任何经营，也未从事家具生产、销售等业务。 

2018 年 07 月 17 日，泉州工力、谢桂萍、韦信铁共同向公司出具了《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1、泉州工力仅作为工业厂房租赁方，对包括晶欣股

份在内的市场各家具生产企业提供厂房租赁及相关服务；2、泉州工力在设立满

1年后会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减少经营范围中与晶欣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经营事

项，同时变更名称为“泉州工力商贸有限公司”；3、泉州工力存续期间，不从

事任何与晶欣股份相似或相近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红木家具的生产、设计和销

售，或其他晶欣股份开展或未来将开展的业务；4、如泉州工力从事与晶欣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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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相近的业务而导致晶欣股份业务受任何影响或损失的，泉州工力须赔偿损

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泉州工力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2）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 

裕森源成立于 2008 年 06 月 23 日，经营范围为电机及配件、有色金属、建

筑材料、服装、工艺品、木制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润滑油、燃料油、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石材批发、代购代销;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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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从事各类商品批发、贸易业务。 

2018 年 07 月 17 日，裕森源、韦信铁共同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函》，承诺：1、裕森源自本承诺出具起不再从事红木原料、家具等于晶欣股

份相同或相近的贸易业务；2、裕森源自本承诺出具起不再与晶欣股份进行货物、

资金的交易或往来；3、裕森源存续期间，不从事任何与晶欣股份相似或相近的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红木家具的生产、设计和销售，或其他晶欣股份开展或未来

将开展的业务；4、如裕森源从事与晶欣股份相同或相近的业务而导致晶欣股份

业务受任何影响或损失的，裕森源须赔偿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裕森源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或承诺 

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人承诺如下： 

（1）截至本函签署之日，本人未曾为公司利益以外的目的，从事任何与公

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经营。 

（2）为避免对公司的经营构成新的（或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

竞争，本人承诺，在本人作为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①非为公司利益之目的，本人将不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经营； 

②本人将不会投资于任何与公司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 

③本人保证将促使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及本人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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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的企业（以下并称“关联企业”）不直接或不间接从事、不参与或不进

行与公司的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④本人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经营，本人将避免成为

该等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⑤如公司此后进一步扩展业务范围，本人或关联企业将不与公司扩展后的业

务相竞争，如本人或关联企业与公司扩展后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

将亲自及/或促成关联企业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公司利益的方式退出

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 

A、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B、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C、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公司来经营。 

（3）本人确认本函系旨在保障公司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本人愿意赔偿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4）本人确认本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

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它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资料，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合法，

有效，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合

法，有效。 

十、公司的主要资产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主要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名下未拥有任何土地使用权。 

（二）房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名下未拥有任何房产，公司目前生产经营

的房产均为租赁所得。具体租赁情况如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一、

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三）固定资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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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固定资产类别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成新率 

生产工具 519,074.36 437,106.38 81,967.98 15.79% 

运输设备 43,128.00 40,971.60 2,156.40 5.00% 

办公设备 62,924.26 59,777.99 3,146.27 5.00% 

合计 625,126.62 537,855.97 87,270.65 13.96% 

（四）知识产权 

2018 年 2 月，晶欣红木整体变更为晶欣股份股份公司。商标注册权人的名

称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拥上述商标权不存法律障碍。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名下知识产权如下： 

1、商标权 

注册商标 注册号 
核定使用

类别 
有效期 核定使用具体商品 权利人 

 

第
11563510

号 

第 20 类 
2014.3.14-

2024.03.13 

家居；家具用非金属

附件；家养宠物窝；

非金属容器（存储和

运输用）；门用非金

属附件；木或塑料

梯；竹木工艺品；软

木工艺品；相框；展

示板（截止） 

晶欣工贸 

2、专利权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外观设计

名称 
专利权人 

1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5787.3 2016.05.18 餐边柜 晶欣工贸 

2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5796.2 2016.06.01 电视柜 晶欣工贸 

3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7748.7 2016.05.18 
皇宫椅三

件套 
晶欣工贸 

4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7847.5 2016.08.03 
家居六件

套（牡丹） 
晶欣工贸 

5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7703.X 2016.06.22 
桌子（桥

台） 
晶欣工贸 

6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5819.X 2016.08.03 桌椅 晶欣工贸 

7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7702.5 2016.07.06 松鹤大床 晶欣工贸 

8 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ZL 2015 3 0557704.4 2016.07.27 
沙发八件

套（松鹤） 
晶欣工贸 

3、域名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名下无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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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名下无软件著作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相关财产未办理所有

人名称变更手续外，晶欣股份取得的财产权利不存在法律障碍，晶欣股份的主要

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书面资料，公司在报告期内已经履行、正在履行、将要

履行的重大合同且可能对其经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和权益产生显著影响的重大

合同，包括采购合同（额度 100 万元以上）、销售合同（额度 60 万元以上）、

房屋租赁合同、借款合同等。报告期内，公司重大合同均正常履行，不存在纠纷

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房屋租赁合同 

序

号 
出租方 

房屋面积

（ ） 

租金（月/

元） 

租赁起

始日 

租赁截

止日 
位置 

1 
福州创之源文化产

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321.00 9,630.00 

2016/10/

15 
已续租 

创之源 1 号楼 4

层 

2 
福建省尚街根艺创

意园有限公司 
262.29 3,156.00 

2012/12/

31 
已续租 

创之源 1 号楼 3

层 11 号-17 号 

3 王铭 190.00 8,000.00 
2016/11/

15 

2019/9

/15 

上街镇岐安村学

园路家具一条街 

4 王东海 4197.14 20,000.00 2018/7/1 
2023/6

/30 

上街镇马保村古

井 99 号 12#厂房 

2、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合同对方 合同内容 金额（元） 

合同签订

日期 

履行 

情况 

1 
深圳市大展金进出口

有限公司 
交趾黄檀原木 1,221,000.00 2016.12.27 已完成 

2 
深圳市中毅行进出口

有限公司 
交趾黄檀原木 2,592,435.60 2016.12.28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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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对方 合同内容 金额（元） 

合同签订

日期 

履行 

情况 

3 
厦门中霖兴业进出口

有限公司 

大果紫檀方料（原

木） 
1,322,500.00 2017.02.26 已完成 

4 
厦门中霖兴业进出口

有限公司 

大果紫檀方料（原

木）、奥氏黄檀方料

（原木） 

2,176,700.00 2017.05.31 已完成 

5 
上海同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大果紫檀方料（原

木） 
1,876,000.00 2017.06.15 已完成 

3、销售合同  

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红木家具产品，公司的销售合同主要是红木家具的销售

合同,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合同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发生金额 

（含税） 
签订日期 

履行 

情况 

1 
福州百年红工艺品

有限公司 
家具产品 941,920.00 2017.10.26 已完成 

2 
福州家汇兴实业有

限公司 
家具产品 617,240.01 2018.01.01 已完成 

3 陈忠孙 家具产品 1,600,000.00 2015.12.01 已完成 

4 
福州佳云贸易有限

公司 
家具产品 1,183,380.00 2016.01.01 已完成 

5 邓长文 家具产品 875,947.00 2016.03.08 已完成 

6 
闽侯县吉祥居红木

有限公司 
家具产品 1,038,200.00 2018.02.15 已完成 

7 
保定市京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家具产品 686,000.00 2018.05.06 已完成 

4、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 

2018 年 08 月 21 日，公司、谢桂萍共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

支行签订了《小微企业快贷借款合同》，约定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

支行向晶欣股份提供借款额度为人民币壹佰万元，借款额度有效期间自 2018 年

6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1日。 

2018 年 08 月 21 日，谢桂萍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支行签订了

《小微企业快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

额为人民币叁佰万元，保证期间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支行为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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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的单笔贷款分别计算，即自单笔贷款发放之日至该笔贷款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后两年止。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重大合同或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的纠纷或风

险。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明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动安全等原因产生的

侵权之债。 

（三）与关联方之间的其他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已披露的关联交

易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其他应付款 

     根据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其他应收账款明细及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8月 20日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27040

号《审计报告》以及公司的说明，截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公司的其他应收、

其他应付款如下： 

1、截至 2018年 06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18.06.30 占其他应收

款总额的比

例(%) 

是否为关

联方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 龄 

王东海 否 保证金 1,500,000.00 1 年以内 79.88 

林千楷 否 保证金 200,000.00 1 年以内 10.65 

福建省尚街根艺

创意园有限公司 
否 押金 52,100.00 5 年以上 2.77 

王铭 否 押金 50,000.00 1-2 年 2.66 

福建华夏三新木

业有限公司 
否 押金 36,000.00 5 年以上 1.92 

合  计   1,838,100.00  97.88 

 

2、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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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7.12.31 占其他应

收款总额

的比例% 

是否为关

联方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 龄 

谢桂萍 是 关联方往来款 385,454.88 1 年以内 43.87 

林千楷 否 保证金 200,000.00 1 年以内 22.76 

韦信铁 是 关联方往来款 103,337.00 1 年以内 11.76 

福建省尚街根艺

创意园有限公司 
否 押金 52,100.00 4-5 年 5.93 

王铭 否 押金 50,000.00 1-2 年 5.69 

合  计     790,887.88   90.01 

3、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2016.12.31 占其他应收

款总额的比

例% 

是否为

关联方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 龄 

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

司 
是 

关联方往

来款 
10,787,100.01 1 年以内 98.38 

福建省尚街根艺创意园有

限公司 
否 押金 52,100.00 2-3 年 0.48 

王铭 否 押金 50,000.00 1 年以内 0.46 

福州华夏三新木业有限公

司 
否 押金 36,000.00 2-3 年 0.33 

福州创之源文化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否 押金 28,890.00 1 年以内 0.26 

合  计     10,954,090.01  99.91 

4、截至 2018年 06月 30 日，其他应付款前五名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账面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付

款余额的比

例（%） 

谢桂萍 关联方 120,386.36  1 年以内 44.54% 

胶南市大丰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00,000.00  2-3 年 36.99% 

福建华夏三新木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0,000.00  1 年以内 7.40% 

福州创之源文化产业园管理

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6,613.34  1 年以内 6.15% 

王铭（高架桥店面） 非关联方 8,300.00  1 年以内 3.07% 

合计   265,299.70    98.14% 

5、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其他应付款前五名余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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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账面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付

款余额的比

例（%） 

胶南市大丰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00,000.00 1-2 年 60.71 

厂房租金 非关联方 28,000.00 1 年以内 17.00 

王铭 非关联方 25,000.00 1 年以内 15.18 

福州创之源文化产业园管理

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0,736.06 1 年以内 6.52 

叶炜 非关联方 970.57 1 年以内 0.59 

合计  164,706.63   100 

6、截至 2016年 12月末，其他应付款前五名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账面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付

款余额的比

例（%） 

谢宏 关联方 1,020,349.00 1 年以内 86.27 

胶南市大丰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00,000.00 1 年以内 8.46 

福建华夏三新木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4,000.00 1 年以内 2.03 

谢桂萍 关联方 21,764.83 1 年以内 1.84 

王铭 非关联方 16,600.00 1 年以内 1.40 

合计  1,182,713.83  100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其他

应付款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正常往来款，合法、有效。 

十二、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晶欣股份设立时的《公司章程》系由发起人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规定共同制定，业经 2018 年 02 月 08 日召开的创立大

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在福州市市监局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的制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内容符合

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公司报告期内对公司章程的修订 

1、2016 年 03月 31日，因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变更，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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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通过新的公司章程，并在福州市市监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2、2016年 05月 12日，因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变更，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

决定通过新的公司章程，并在福州市市监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3、2017年 07月 31日，因股东变更，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决定通过新的公

司章程，并在福州市市监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4、2017年 08月 17日，因股东变更，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决定通过新的公

司章程，并在福州市市监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5、2017年 08月 21日，因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变更，晶欣红木召开股东会

决定通过新的公司章程，并在福州市市监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6、2018 年 02 月 08 日，因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并在福州市市监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7、2018 年 06 月 30 日，因经营期限、经营范围变更，晶欣股份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并在福州市市监局办理了备案登记。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公司章程修改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履行了法定程序，合法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晶欣股份现行《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的条款已载明《公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规定

应载明的事项。 

十三、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目前运作正常。同时，

公司董事会聘任了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

构。 

（二）公司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主要对股东大会的召

集、股东大会提案与通知、股东大会的召开、股东大会的表决与决议、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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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及其他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对会议的召集和通知、

会议提案、会议召开、会议表决、会议记录与决议等内容作了规定，以确保董事

会能高效运作和科学决策。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会议的召集和通

知、会议议案、会议召开、会议表决、会议决议和记录等内容，保障了监事会能

够独立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等公司治理结构，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三）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历次授权及重大决策行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决议等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授权或重大决策，均履行了《公司法》《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决策程序，该等授权或重大

决策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由于公司设立时间距今较短，公司及管理层规范运作意识的提高、相关制度

切实执行及完善均需要一定过程。因此，公司短期内仍可能存在治理不规范、相

关内部控制制度不能有效执行的风险。 

股东代表监事黄贞霞和魏国良由股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维护和代表了

股东的权益，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积极作用。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叶炜由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维护和代表了职工的权益。公司监事任职符

合《公司法》关于公司监事的职权规定和要求。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监事会历次召集、提案、出席、议事、表决、决

议以及会议记录均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进行。同时，监事会除审议

日常事务外，对核查公司财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等方面进行了

有效的监督。 

十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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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 

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1）韦信铁，公司董事长，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11月出生，毕业于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大专学历。1989 年 9月至 1992年 3

月，就职于宁德市地委办公室，任干事；1992 年 3 月至 1994 年 11 月，就职于

宁德市统计局，任干事；199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就职于苏里南韦胜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8 年 3 月至今，兼职于海南丰盛畜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福州市裕森源贸易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1 年 9 月至今，

兼职于福州航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2018 年 2 月至今，

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持有本公司股份 7,820,000

股，持股比例 38.15%。 

（2）谢桂萍，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1970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福州大学，本科学历。1991 年 7 月至

2000 年 10 月，就职于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任主办会计；2000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月，就职于福建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资金部经理；2008

年 4 月至 2012 年 3 月，就职于福建恒久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12 年 4

月至 2018 年 2月，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8年 2月

至今，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财务总监。持有本公

司股份 8,600,000股，持股比例 41.95%。 

（3）吴善红，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12 月出

生，毕业于福建省宁德师范学校，中专学历。1988年 8月至 1995年 5月，就职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免机构 任职期间 

韦信铁 董事长 股东 创立大会、董事会 2018.2.8-2021.2.7 

谢桂萍 董事 股东 创立大会 2018.2.8-2021.2.7 

谢宏 董事 股东 创立大会 2018.2.8-2021.2.7 

吴善红 董事 股东 创立大会 2018.2.8-2021.2.7 

谢耀瑜 董事 股东 创立大会 2018.2.8-2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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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屏南县代溪镇中心小学，任教师；1995年 5月至 2013年 5月，就职于屏南县

代溪镇中心小学，任保卫科长；2013年 5月至 2016年 2月，就职于屏南县代溪

镇中心小学，任工会主席；2016 年 3月至 2018年 2月，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

化有限公司，任董事；2018 年 2 月，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持有本公司股份 1,200,000 股，持股比例 5.85%。 

（4）谢宏，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 4月出生，

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系，本科学历。1992年 7月至 1995年 12

月，就职于石狮佳达塑胶有限公司，任出纳；1996 年 1 月至 1999 年 12 月，就

职于福建省煤炭劳服公司，任财务主管；2000 年 1 月至 2003 年 11 月，就职于

福建安福房地产有限公司，任保管员及财务主管；2003年 12 月至 2012年 3月，

就职于福州国美电器，任门店管理主管；2012年 4月至 2016 年 3月，就职于福

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2016年 3月至 2018 年 2月，就职于福

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8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董事会秘书。持有本公司股份 520,000股，持股比

例 2.54%。 

（5）谢耀瑜，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 2月出生，

毕业于福建南安市侨光中学，高中学历。1993年 8月至 1996 年 8月，就职于福

建南安市南华织造厂，任司机；1996年 8月至 1999年 8月，就职于福建南安金

乐园酒家，任经理；1999年 8月 2006年 8月，就职于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东门

村委会办公室，任出纳；2006 年 8月至 2007年 11月，就职于泉三高速 QA14标

段路基二队，任现场管理；2007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从事个体经营；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任董事；2018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持有本公司股份

500,000 股，持股比例 2.43%。 

2、监事 

公司现任监事会成员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免机构 任职期间 

黄贞霞 监事会主席 股东 创立大会、监事会 2018.2.8-2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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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良 监事 股东 创立大会 2018.2.8-2021.2.7 

叶炜 职工监事 股东 职工代表大会 2018.2.8-2021.2.7 

（1）黄贞霞，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58 年 11 月出生，

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学历。1980年 2月至 1986 年 1月，就职于

福州市纺织品收购供应站，任会计；1986 年 1 月至 2013 年 11 月，就职于福建

省烟草专卖局，任会计。2013 年 12 月后退休。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就

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任监事；2018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福建晶欣

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会主席。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2）魏国良，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 年 6月出生，毕

业于南平工业学校，中专学历。2002年 10月至 2004年 10月，就职于福州中华

映管有限公司，任技术员；2004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就职于福建光盘有限

公司，任技术员；2008年 4月至 2012年 5月，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事个体经营；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10 月，就职于福建省旺德福有限公司，任业务员；2013

年至今，兼职于福州雨天晴贸易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3年至今，

兼职于福州玖月奇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 年 2 月至

今，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3）叶炜，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2 年 8月出生，毕业

于罗源县飞竹镇中学，初中学历。2008年 7至 2012年 1月，就职于寿山石工艺

中心；2012年 2月至 2018年 2月，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有限公司，任设计

师；2018 年 2 月，就职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工代表监事、

首席设计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3、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成员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免机构 任职期间 

谢桂萍 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会 2018.2.21-2021.2.7 

谢宏 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 董事会 2018.2.21-2021.2.7 

（1）谢桂萍，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四、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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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2）谢桂萍，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十四、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和前述人员出具的声明以及

公司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

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义务的情形。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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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与

原任职单位在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期间 董事 监事 总经理 

2016 年 1月 1 日至 

2016 年 3月 30 日 
谢宏 高江鹏 谢桂萍 

2016 年 3月 31 日至 

2018 年 2月 7 日 

谢桂萍、韦信铁、吴

善红、谢耀瑜、谢宏 
黄贞霞 谢桂萍 

期间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 02月 08 日至今 
谢桂萍、韦信铁、吴

善红、谢耀瑜、谢宏 

黄贞霞、魏国良、

叶炜 
谢桂萍、谢宏 

    2018 年 02 月 08 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和规范运作水平，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了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成员

（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公司以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意见书  

66 

人员自报告期初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

联合惩戒的情形。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三）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近两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系公司

需要所进行的调整，符合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十五、公司的税务 

（一）税务登记 

晶欣股份现持有福州市市监局于 2018 年 07 月 31 日核发的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50104567301226T 的《营业执照》。 

（二）税种、税率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08 月 20 日出具

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27040 号《审计报告》，公司目前适用的主要

税种、税率如下： 

根据财税[2009]9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的

通知，本公司销售的木制品初级农产品适用 13%增值税低税率。根据财税（2017）

37 号规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 13%的增值税税

率，纳税人销售的木制品初级农产品，适用 11%增值税率。 

根据财税[2018]32 号文件，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原适用 17%

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销售

的家居产品适用 16%增值税率，销售的木制品初级农产品，适用 10%增值税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7% 、16%、13%、11%、1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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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补助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27040 号《审计报告》，公司取得政府补助的收

入如下：   

序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万元） 
批准文号 

1 台风受损补贴 3.5 侯经信（2015）305 号 

（四）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7月 16日取得的福州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兹证

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4567301226T）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该纳税人不存在欠税，不存在因违法税收法律、法

规而受到或应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于 2018年 7月 6日取得福州市仓山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出具的《税

收完税证明》，自 2016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06月 30日止公司的纳税情况。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审计报告》及福州市国家税务局、福州市仓山区地方

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因税务违法行为而受到税

务主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

情形。 

十六、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及安全生产 

（一）公司的环境保护 

1、公司不属于重污染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红木家具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根据最新《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C21家具制造业”项下的“C21

家具制造业-2110木质家具制造”，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的行业为“C21家具制造业”。根据《挂牌公司投资

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专营零售”，细分行业为“家庭装饰零售

（13141315）”。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专

营零售”，细分行业为“家庭装饰零售（131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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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

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已废止）的规定，将重污染行

业的范围界定为：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

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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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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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类行业为环保核查重污染行

业。公司不属于上述规定的环保核查重污染行业。 

2、公司生产场所环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部令第 44 号）第十六条：“国

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

环境影响登记表”。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家具制造项目需要编制环境报告表。

2018 年 09 月 05 日，公司已委托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的环境影响

报告表。公司生产场所环评具体情况如下： 

（1）福建省闽侯上街木雕城实业有限公司雕塑工艺品制造项目 

2008 年 9月，闽侯上街木雕城项目编制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该建设项目位于上街镇马保村规划用地范围内，主要建设内容为：年产木雕工艺

品 30000 件、根雕工艺品 10000 件、石雕工艺品 10000件，项目建设三幢 3层厂

房、九幢 5 层厂房、一幢 12 层办公楼、一幢 7 层生活楼和一座 1 层垃圾间，总

建筑面积 124,737.1㎡。项目报告表于 2008年 9月 26日通过闽侯县环保局审批。 

2015 年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闽侯上街木雕城的环保主管部门由闽侯县环

保局划分至福州市高新区环保局。2015年 6月 30日，福州高新区环保局对项目

进行了验收，经研究同意其投入使用。其后，闽侯上街木雕城按规定程序办理竣

工环保验收手续，并按环保要求监督日常生产经营。 

（2）公司年产 2 万件红木家具及工艺品生产项目 

2018 年，公司因租赁上述闽侯上街木雕城园区内部分厂房从事红木生产经

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及相关规定，公司所从事的生产经营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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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属于家具制造及工艺品制造，因工艺传统，不涉及电镀及喷漆工艺，仅需编制

并报备《环境影响报告表》。 

因此，公司特委托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

表》。并于 2018 年 8 月向福州市高新区报备了“年产 3 万件红木家具及工艺品

生产项目”。根据《报告表》，此项目法人为谢桂萍，计划总投资（含生产）500

万元，厂区位于上街木雕城园区 12#厂房，占地面积为 2132.23 ㎡，出租人为王

东海。主要设有原材料堆放区、雕刻区、备料区、木工加工区、磨光区、刮磨区、

上蜡区、零部件安装区、家具组装区、成品堆放区。主要利用红木进行家具及工

艺品加工，生产规模为年产红木家具及工艺品 2万件。 

2018 年 9月 13日，公司已在环保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发布网站进行公示。 

根据运营期环保竣工验收表显示： 

因公司该生产项目主要系从事红木家具及工艺品生产，产品为国家鼓励类项

目，不属于国家限制及淘汰类行业，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该项目清

洁生产相关指标达到本行业国内一般水平，符合清洁生产要求。项目生产过程产

生的粉尘经设备自带粉尘收集装置收集后尾气经不低于 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污染物 产生情况 处理工艺和措施 验收要求 排放标准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 

COD≤500mg/L，

NH3-N≤45mg/L， 

进入福州大学城污

水处理厂处理 

GB8978-1996表 4

中的三级排放标准 

废气 木屑粉尘 

粉尘收集装置+排

气筒、加强车间通

风 

颗粒物≤120mg/m
3
，

排气筒高度 15m，排

放速率≤3.5kg/h；

无组织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0 mg/m
3
 

GB16297-1996《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二级标准 

噪声 机械设备 
安装减震垫、简易

隔声、降噪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GB12348-2008《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中 2

类标准 

固废 

生活垃圾 统一收集，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生

产

固

废 

边角料 统一收集后外卖 

废木蜡油

桶 
由厂家回收 

粉尘 统一收集后外卖 

其他 建设规范化的一般固废临时贮存间 

环境管

理、监

测 

设立环境管理科和环境保护专职人员，建立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并能严格执行；

做好废水、废气处理和固废处置的有关记录和管理工作，原始记录集统计数据完

整有效；核查环境影响评价中要求建设的环保设施的运行、监测计划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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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后对环境影响不大，故项目废气经治理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公司此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选址和及其总体布置基本合理，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能控制在可接受程度。因此，公司在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

制度，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项目符合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公司建设项目和正在生产运行的项目均履行了相关环保审批程序，公

司建设项目环保事项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3、公司暂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根据 2018年 1月 10日起施行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

部令第 48 号）第三条的规定：“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并公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分类管理名录，明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范围和申领时限。纳入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应

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未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的排污单位，暂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环境保护部令

第 45号）的规定，家具制造业排污许可证分类管理如下： 

序号 行业类别 实施重点管理的行

业 

实施简化管理的行

业 

实施期限 适用排污

许可证技

术规范 

1 

木质家具制

造 211，竹、

藤家具制造

212 

有电镀工艺或者有

喷漆工艺且年用油

性漆（含稀释剂）

量 10 吨及以上的、

使用粘结剂的锯

材、木片加工、家

具制造、竹、藤、

棕、草制品制造 

有化学处理工艺的

或者有喷漆工艺且

年用油性漆（含稀释

剂）量 10 吨以下的 

2019 年 
家具制造

工业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公司不属于上述实施重点管理或简

化管理的行业，暂不需要申请排污许可证。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暂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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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经营活动中能够遵守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没有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公司的产品质量 

根据公司的说明与承诺，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没有出现产品质量问

题，也没有违反产品质量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司近两年无因违反有关产品质

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行为。 

根据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现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良信息

记录。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产品质量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公司的安全生产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第 397号令）第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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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九条：“矿山、金属冶炼建设

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安全评价。”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家具制造，不属于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或危

险化学品等生产企业，因此公司从事的业务无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根据公司说明及公司所在地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于 2018年 07月 16日出具的

《证明》，公司自 2016年 1 月 1 日起至今，能够按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生产和经营，不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公司的消防安全 

公司租赁场所位于闽侯上街木雕城，该场所已按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

规定》于 2014年 10月 30日在闽侯县公安消防大队完成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备案号为候公消验字[2014]第 00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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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闽侯县公安消防大队于 2018年 7月 18日出具的《证明》，晶欣股份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今，未发生重大消防安全事故，未有因违反消防安全法律、

法规而受到我大队行政处罚的情况。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已办理消防备案，不存在因无法按

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或完成消防备案导致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

活动的风险，不存在消防处罚的风险，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等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环境

保护、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主管部门重大行

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公司的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一）劳动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有 30名员

工，公司与 30名员工签署了劳动合同。 

经核查，未发现劳动合同条款存在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他相

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二）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6名

员工在公司处缴纳社会保险（医疗险、养老险、工伤险、生育险、失业险），24

名员工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截至 2018年 06月 30

日，公司暂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针对公司存在的社会保险缴纳不规范问题，公司的解决措施如下： 

（1）公司已将上述应缴纳的社会保险所负担的费用以工资形式发放。 

（2）根据 24名缴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员工出具

的承诺：本人已知晓国家社会保险政策，也知晓了公司已发出的参加社会保险的

通知要求，但鉴于本人的实际情况（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且公司已将其应缴纳的城镇职工社保所负担的费用以工资形式发放，

本人不愿意缴纳社会保险并承担个人缴纳部分。因此，本人主动申请放弃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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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参加、缴纳社会保险。本人已知晓放弃社会保险的法律后果。

在此期限发生的一切与社保相关的事件，由本人承担所有后果，与公司无关。今

后，若本人又提出补缴社保要求，则无论公司部分还是个人部分均由个人全部承

担。 

（3）2018年 9月 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谢桂萍、韦信铁出具承诺函：“如

将来因任何原因出现需要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补缴社会保险金和住

房公积金及其滞纳金之情形或被相关部门处罚，谢桂萍、韦信铁将无条件支付所

有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及其滞纳金、罚款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并未为员工完全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存

在潜在的法律风险和纠纷，但公司已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合理措施，上述情形不

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障碍。 

十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及本所律师通过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系统（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等网站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情况 

根据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声明及本所律师

通过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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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等网站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

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根据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声明以及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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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三）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声明及本所律师通过登录中

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系统（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www.gsxt.gov.cn/）等网站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

件。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声明以及其所在地公安机关

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综上，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现针对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案件。 

十九、《公开转让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作为公司本次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协助主办券商等中介机构

处理公司在编制申报文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未参与编制《公开转让说明

书》。本所律师仔细审阅后，特别是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引用本所为本

次挂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作了核验。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推荐机构 

公司已聘请开源证券担任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机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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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02 月 05 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

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6]1134 号）文件批准，同意开源证券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业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聘请的推荐机构与公司及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影响其公

正履行推荐职责的关联关系。 

二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有关条件，并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须

的批准程序，公司本次挂牌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转系统的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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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尾 

一、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由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出具，由本所负责人韩丛友主任及经办

律师韩丛友、陈翠梅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以下所签

署日期。 

二、法律意见书的正本份数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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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晶欣红木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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