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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太平洋股份”或“公司”）

与北京市宝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新三板挂牌法律服务合

同》，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85 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89 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所现出具《北京市宝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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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蓝太平洋股份/公司  指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由蓝太

平洋有限 2015 年 3 月 11 日整体变更设立 

蓝太平洋有限  指 1999 年 12 月 3 日成立的北京蓝太平洋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沃度信息  指 2014 年 8 月 26 日成立的北京沃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是蓝太平洋股份持股 100%的全资子

公司 

蓝太平洋福州分公司  指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中宏望达  指 2014 年 12 月 8 日成立的北京中宏望达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挂牌  指蓝太平洋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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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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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29

日修正） 

《著作权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 年 2 月

26 日修正） 

《监督管理办法》  指《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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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公司章程》  指现行有效的《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东北证券/主办券商  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本次挂牌的主办

券商 

本所律师  指北京市宝盈律师事务所参与本次挂牌的律师 

大华会计师  
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本次挂

牌的审计机构 

中天华评估  
指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蓝太平

洋有限股份制改造的评估机构 

《审计报告》  指 2015 年 1 月 14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

报告》（编号：大华审字[2015]000853 号，审

计期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报告》  指 2015 年 1 月 16 日中天华评估出具的《北京

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进行股份制改制

所涉及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中天华资评报字

[2015]第 1024 号，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三会一层  指蓝太平洋股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

级管理人员的合称 

董监高  指蓝太平洋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合称 

报告期  本法律意见书的报告期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对特定事项的报告期另行作出明确规定

或本法律意见书依法对报告期另行限定的情形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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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 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挂牌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

性、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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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二）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

法律意见。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向公司提交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

料清单，公司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本次挂牌涉及的有关问题询问了公司有关人员或者走访

了相关政府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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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三）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声明是准确、

完整、真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

露，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系真实，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本所律师已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

言进行了核查，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四）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本次挂牌所涉及到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本法律意见书对其他专业机构出具意见的援引，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对

该等意见的任何评价。如本法律意见书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提及的会计信

息均以审计报告的相关内容为依据。 

（五）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六）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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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须

经本所律师对其引用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七）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挂牌的申报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申报文件呈报股转公司审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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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参加该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7 人，代表股份 1,000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100%。

会议以 1,000 万股同意、0 股弃权、0 股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以协议转让方式公开转让的议

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以协议转让方式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创

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均合法有效。本次挂

牌，公司已取得公司内部机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主办券商推荐、股转公司

出具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 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 公司依法设立 

蓝太平洋股份是由蓝太平洋有限依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

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00973178 的《营业执照》。公司设

立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公司的设立”。 

（二） 公司有效存续 

依据《公司章程》与《营业执照》，蓝太平洋股份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蓝太平洋有限已通过 2012 年度工商年检，报送了 2013 年度报告，2014 年

度报告的报送截止期限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蓝太平洋股份不存在被吊销营业执

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其他需要解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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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依据蓝太平洋股份为实现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聘请

的其他专业机构的专业意见，蓝太平洋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规定的申

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应符合的条件。 

（一） 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蓝太平洋股份是由蓝太平洋有限依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

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取得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于公司的设立方式，蓝太平洋股

份的存续时间可以从蓝太平洋有限成立之日起计算，即从 1999 年 12 月 3 日起计

算，则蓝太平洋股份的存续时间已经超过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经 2015 年 2 月 5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5]000049

号）验证，截止 2015 年 2 月 5 日，股份公司（筹）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的注册

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000.00 万元，均系以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净资产折股投入，共计 1,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蓝太平洋股份注册资本已经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 

“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之规定。 

（二）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2015 年 1 月 14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以及公司的说明，蓝太平洋股份的主营业务为：提供网站诊断与监测相关软件产

品、云平台网站诊断与监测软件应用服务、移动互联网及网站平台建设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以及计算机相关硬件销售。 

报告期内，蓝太平洋股份均是经“双软认证”的企业。2003 年 2 月 14 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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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核发的《软件企业认定证书》，2013 年 12 月 20 日取

得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核发的《软件企业认定证书》（2014 年 6 月 17 日

办理了年审）；7 个软件办理了《软件产品登记证》。详细信息请见本法律意见

书之“八、公司的业务——（三）公司的经营资质”部分。 

报告期内，蓝太平股份均为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 12 月 24 日、

2013 年 11 月 11 日蓝太平洋股份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止。 

根据《审计报告》，蓝太平洋股份 2013 年度、201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 802.25 万元、884.52 万元，均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100%，各期其他业务收入

均为 0。因此，公司的主营业务明确。 

经本所律师核查蓝太平洋股份《营业执照》、工商年检、年报公示记录以及

公司作出的声明与承诺等资料，蓝太平洋股份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有持续的

营运记录，不存在终止、解散、撤销或宣告破产的情形。大华会计师针对蓝太平

洋股份 2013 年度、2014 年度会计报表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说

明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因此，蓝太平洋股份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之规定。 

（三）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蓝太平洋股份已依据《公司法》、《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指引，自设

立时即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

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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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处置权限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重

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子公司、分公司管理办法》、《总经理工作细则》、《董

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一系列公司治理制度。该等治理制度实施后，公司相关治

理机构已逐步按照该等治理制度规范其公司治理行为。根据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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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蓝太平洋股份三会一层运行良好，能够互相

制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运作规范。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公司守法经营证明文件、董监高无犯罪记录证明以

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出具的承诺，在报告期内，蓝太平洋股份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或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以及因重大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报告期内

不存在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因此，蓝太

平洋股份的经营行为能够做到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之规定。 

（四） 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蓝太平洋股份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发起人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曹帆 6,000,000 60% 

2 
北京中宏望达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400,000 14% 

3 王镝 900,000 9% 

4 王国良 800,000 8% 

5 张玲玲 400,000 4% 

6 郝建民 267,000 2.67% 

7 尚永忠 233,000 2.33% 

合计 - 10,000,000 100.00% 

蓝太平洋有限股权及蓝太平洋股份之股份变化过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

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根据公司全体股东的承诺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股东对蓝太平洋股份股权拥

有完整的所有权，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安排，不存在

潜在纠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蓝太平洋股份股权结构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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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太平洋股份系由蓝太平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根据公司整体变更的相关工

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整体变更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自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蓝太平洋股份未发行过股

票，不存在股票发行行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蓝太平洋股份现有股东均为股份公司发起人，

未发生过股票转让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

“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之规定。 

（五） 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15 年 3 月，蓝太平洋股份与东北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由东北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履行持续督导义

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北证券已取得股转公司授予的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资格，

具备担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资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主办券商推荐

并持续督导”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

《公司法》、《业务规则》、《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关于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 公司的设立 

公司的设立指蓝太平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一） 公司设立的主体 

蓝太平洋股份设立时的发起人详细情况，请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

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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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太平洋股份设立时发起人符合《公司法》有关发起人人数和资格的规定。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设立的主体合法。 

（二） 公司设立的方式及程序 

蓝太平洋股份是由蓝太平洋有限依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

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蓝太平洋股份的设立程序如下： 

1、 2014 年 11 月 16 日，蓝太平洋有限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公司进行股份制

改造，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聘请审计、评估机构对公

司整体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 

2、 2014 年 12 月 1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审议

后一致同意：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中天华评估进行审计和评估。 

3、 2015 年 1 月 14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企业名称变

更核准通知书》（编号：[京海]名称变核字[2015]第 0001639 号），核准企业名

称为“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2015 年 1 月 14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其中的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载明，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人民币 10,232,959.13 元。 

5、 2015 年 1 月 16 日，中天华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023.47 万元。 

6、 2015 年 1 月 16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审议

后一致同意：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时，有限公司折为股份公司实收股本的总额不高于原公司净资产额。经审计的

净资产值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1,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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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5 年 1 月 16 日，发起人曹帆、中宏望达、王镝、王国良、张玲玲、

郝建民、尚永忠共同签署了《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8、 2015 年 2 月 5 日，全体发起人曹帆、中宏望达、王镝、王国良、张玲玲、

郝建民、尚永忠召开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代表股份 1,000 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该次会议以出席会议发起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一致通

过如下决议： 

（1）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1,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计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

公积，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蓝太平洋有限的出资比例持有股份公司相应数额的股

份，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2） 审议并通过了《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3） 选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5 人；选举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

人，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一届监事会； 

（4） 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重大事项处置权限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

《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子公司、分公司管理办法》。 

9、 2014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高伟为职

工代表监事。 

10、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5 名

董事均出席了会议。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选举曹帆为董事长，聘任曹帆

为总经理，聘任马彬为财务总监与董事会秘书，聘任王国良为副总经理；审议通

过《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机构

设置的议案》。 

11、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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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毛亚东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12、 2015 年 2 月 5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编号：大华验字[2015] 

000049 号），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蓝太平洋股份已收到各发起

人缴纳注册资本（股本）1,000 万元，均系以蓝太平洋有限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净资产折股投入，共计 1,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的

余额转为资本公积。 

13、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00973178 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由蓝太平洋有限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

设立，折股方案以专业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作为依据；公司设立过程的相关事宜

取得了其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公司创立大

会的决议内容、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的设立已经取得公司

登记机关的核准。综上，蓝太平洋股份的设立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监

督管理办法》和《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三） 发起人协议 

2015 年 1 月 16 日，7 名发起人曹帆、中宏望达、王镝、王国良、张玲玲、

郝建民、尚永忠共同签署了《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上述《发起人协议书》合法、有效。 

（四） 公司设立时出资的合法性 

2014 年 12 月 1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审议后一

致同意：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中天华评估进行审计和评估。 

2015 年 1 月 14 日，大华会计师对蓝太平洋有限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其中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载明，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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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0,232,959.13 元；2015 年 1 月 16 日，中天华评估出具

了《评估报告》，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蓝太平洋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023.47

万元。 

2015 年 1 月 16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审议后一

致同意：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

有限公司折为股份公司实收股本的总额不高于原公司净资产额。经审计的净资产

值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1,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净资

产大于股本部分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股本 1,000 万

元不高于《审计报告》确定的净资产审计值，也不高于《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

净资产评估值，符合法律规定。由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持有

股份公司相应数额的股份，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召开公司创立大会，

全体发起人股东一致同意：确认了蓝太平洋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和净资产

评估值；同意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

本 1,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计入股份有限公司资

本公积；由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蓝太平洋有限的出资比例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大华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编号：大华验字[2015] 000049

号），经审验，截止 2015 年 2 月 5 日，股份公司（筹）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的

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000.00 万元，均系以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净资产折股投入，共计 1,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净资产折合股本后

的余额 23.30 万元转为资本公积。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00973178 的《营业执照》，载明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综上，发起人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作为对蓝太平洋股份

的出资，净资产的出资金额业经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的核实，净资产的折股方案

取得了公司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以净资产折股的注册资本经验资机构验证已全

部缴付到位，且发起人的认缴股份取得公司登记机关的核准。因此，本所律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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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设立时的出资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设立的核准程序 

2015 年 1 月 14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企业名称变更核

准通知书》（编号：[京海]名称变核字[2015]第 0001639 号），核准企业名称为

“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00973178 的《营业执照》，载明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 

五、 公司的独立性 

（一） 业务独立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2015 年 2 月 14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以及公司的说明，蓝太平洋股份的主营业务为：提供网站诊断与监测相关软件产

品、云平台网站诊断与监测软件应用服务、移动互联网及网站平台建设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以及计算机相关硬件销售。 

根据蓝太平洋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帆在英属维京群岛（BVI）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BluePacific 

Group Ltd.在报告期内未从事任何业务，包括未从事蓝太平洋股份主营业务范围

内的业务，并承诺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注销 BluePacific Group Ltd.。蓝太平

洋股份股东、董监高已出具书面承诺，承诺规范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承

诺不从事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保证了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业务独立。 

（二） 资产独立 

蓝太平洋股份由蓝太平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蓝太平洋有限的全部资产均由

变更后的蓝太平洋股份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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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华会计师 2015 年 2 月 14 日《审计报告》中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总资产为 1,229.34 万元。公司的资产主要包

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包括工器具及家具、电子设备）、存货、无

形资产（包括非专利技术、软件）等。根据公司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合法拥有上述财产。 

根据公司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

在资金、资产被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资产独立完整。 

（三） 人员独立 

蓝太平洋股份董监高均依照《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产生，不存在

超越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职权任免的情况，也不存在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

接决定的情形。 

蓝太平洋股份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没有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取薪酬。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蓝太平洋股份与员工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管

理制度，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人员独立。 

（四） 机构独立 

蓝太平洋股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并制定了完善的议事规则，公司三会运作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蓝太平洋股份各内部组织机构和各经营管理部门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并且独立履行其职能，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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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蓝太平洋股份办公场所独立，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机构独立。 

（五） 财务独立 

蓝太平洋股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包括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

并配备专职财务人员，制定并实施了规范的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能够规范

公司财务行为。 

蓝太平洋股份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开立了基本存款账户，银行账

户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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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太平洋股份持有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京税证字 110108718717510 号），独立进行纳税申报，独立纳税。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财务独立。 

六、 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 发起人 

蓝太平洋股份发起人为 7 人，分别是曹帆、中宏望达、王镝、王国良、张玲

玲、郝建民、尚永忠，发起人人数、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发起人人数均符合《公

司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 

上述发起人中，6 人为自然人。根据发起人的身份证明、声明与承诺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该 6 名自然人发起人均为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均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中国境内均有住所。 

上述发起人中，1人为合伙企业中宏望达，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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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中宏望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登记机构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注册号 110108018277512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8 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院 24 号楼 E 座-1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曹帆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 2014 年 12 月 8 日至 2034 年 12 月 7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宏望达的合伙人及其合伙份额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合伙份额 

1 曹帆 普通合伙人 90% 

2 王国良 有限合伙人 1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宏望达合伙人曹帆和王国良，均为公司内部人士，该合

伙企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不属于需要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的情形。  

蓝太平洋股份设立时，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蓝太平洋有限的出资比例对应的

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合为公司的股份，其出资的合法性请见本法律意见书

正文之“四、公司的设立-公司设立时出资的合法性”部分。各发起人的持股数

量和持股比例如下表： 

序号 发起人姓名 注册号/身份证号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曹帆 3201021971****2818 6,000,000 60% 

2 中宏望达 110108018277512 1,400,000 14% 

3 王镝 1101011970****0038 900,000 9% 

4 王国良 3404031980****2619 800,000 8% 

5 张玲玲 1101081964****8923 400,000 4% 

6 郝建民 1422021970****0038 267,000 2.67% 

7 尚永忠 1422241971****4177 233,000 2.33% 

合计 -  1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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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有股东 

蓝太平洋股份现有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均与设立时发起人相同，未

发生任何变化。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自然人股东适格性核查表、公安部门向 6 位自然人

股东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以及对股东的访谈，蓝太平洋股份全体股东均不

存在法律法规或任职单位规定不适合担任股东的情形。 

（三） 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公司及全体股东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全体股东所持有的股

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形。 

（四） 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曹帆在报告期内持有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均不低于 60%；在蓝太平洋股份成

立后持有股份 60%，同时还通过中宏望达间接持有公司 12.6%股份；自 2009 年

6 月至 2015 年 2 月担任蓝太平洋有限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在蓝太平洋股份

成立后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一直负责公司的运营与管理。据此，本所

律师认为，曹帆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五）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情况  

曹帆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变动。 

七、 公司股本及演变 

蓝太平洋股份系由蓝太平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的设

置与演变应溯及蓝太平洋有限的成立及股权演变。 

（一） 蓝太平洋有限的成立及股权演变 

蓝太平有限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3 日，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50 万元，

后历经 4 次增资、1 次减资、8 次股权转让（详见下文），演变至股份制改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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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结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850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804 万元、实物

（电脑）出资 46 万元。 

蓝太平洋有限历史沿革中有 2 次增资包含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分

别为 24 万元、280 万元，共计 304 万元，后经减资程序全部减回，因此蓝太平

洋股份发起人据以持有股份公司股份的基础，即在蓝太平洋有限的出资比例，已

不包括任何知识产权出资。 

1、 1999 年 12 月 3 日蓝太平洋有限成立 

蓝太平洋有限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3 日，成立时名称即为“北京蓝太平洋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系曹帆、郭兰生、杨文海、钟晓刚、金志煜 5 名自然人共同

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蓝太平洋有限成立时注册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实收

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蓝太平洋有限设立程序如下： 

（1） 1999 年 10 月 15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了编号“（京

海）企名预核（内）字[1999]第 10109681 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 1999 年 10 月 22 日，曹帆、郭兰生、杨文海、钟晓刚、金志煜共同

签署了《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曹帆、郭兰生、

杨文海、钟晓刚、金志煜分别认缴出资 25.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8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6%）、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6.5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13%）、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3） 1999 年 10 月 25 日，金志煜、郭兰生分别以货币缴付出资 2.5 万元、

1.5 万元。 

（4） 1999 年 10 月 27 日，北京恒易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曹帆、郭

兰生、钟晓刚、杨文海拟出资实物进行了评估，采用现行市价法，按购置价格确

定评估值 46 万元（《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京恒评第 9910-27-5 号）；同日，

曹帆、郭兰生签署《资产分割协议》，约定以 1999 年 6 月 20 日共同购置的 20

台电脑出资，按评估值 32 万元分割，其中曹帆出资 25.5 万元，郭兰生出资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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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日，钟晓刚、杨文海签署《资产分割协议》，约定以 1999 年 6 月 12

日共同购置的 10 台电脑出资，按评估值 14 万元分割，钟晓刚出资 6.5 万元，杨

文海出资 7.5 万元。上述出资经北京华京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1999 年 10 月

27 日出具《验资报告》（华京验 D 字 2175 号）验证，其中载明出资实物应在领

取营业执照后办理财产过户手续。 

（5） 1999 年 12 月 3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登记，核发了注册号为第 1101082097317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蓝太平洋有限正式成立。2000 年 1 月 10 日，曹帆、郭兰生、杨文海、钟晓刚分

别与蓝太平洋有限签署了《财产转移协议书》，约定将出资实物转移给蓝太平洋

有限。 

（6） 2000 年 3 月 2 日，北京凌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对企

业实收资本中实物转移的专项审计报告》（[2000]京凌审字第 3-2-1 号），确认

实物已完成转移手续，已进入企业的财务账目。 

（7） 2000 年 3 月 17 日，蓝太平洋有限将上述《财产转移协议书》、《关

于对企业实收资本中实物转移的专项审计报告》提交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备案。 

蓝太平洋有限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25.5 51% 25.5 51% 实物 

2 郭兰生 8.0 16% 8.0 16% 货币、实物 

3 杨文海 7.5 15% 7.5 15% 实物 

4 钟晓刚 6.5 13% 6.5 13% 实物 

5 金志煜 2.5 5% 2.5 5% 货币 

 合计 50 100% 50 100%  

2、 2000 年 12 月 12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由股东钟晓刚转让给郭兰生。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00 年 12 月 1 日，转让前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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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钟晓刚退出股东会，将其所持有的股份 13%（即实物出资

6.5 万元）全部转让给郭兰生；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 2000 年 12 月 4 日，转让方钟晓刚与受让方郭兰生共同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方将其在公司的 6.5 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受让方。 

（3） 2000 年 12 月 6 日，转让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钟晓刚退出股东会，将其所持有的股份 13%（即出资 6.5

万元）全部转让给郭兰生；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4） 2000 年 12 月 12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25.50 51% 25.50 51% 实物 

2 郭兰生 14.50 29% 14.50 29% 货币、实物 

3 杨文海 7.50 15% 7.50 15% 实物 

4 金志煜 2.50 5% 2.50 5% 货币 

 合计 50 100% 50 100%  

3、 2003 年 7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由股东曹帆、郭兰生、金志煜、杨文海转让给平亚杰、王均

峰、赵昆，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03 年 7 月 5 日，转让前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曹帆向平亚杰、王均峰分别转让实物出资 18.79 万元、6.71

万元；郭兰生向王均峰、赵昆分别转让实物出资 5.65 万元、2.95 万元；金志煜

向王均峰转让货币出资 0.66 万元；杨文海向王均峰转让实物出资 1.98 万元；同

意修改公司章程。 

（2） 2003 年 7 月 8 日，各出让方分别与各受让方一对一分别签署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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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转让协议书》。 

（3） 2003 年 7 月 10 日，转让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确认了转让后各股东出资金额和比例；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4） 2003 年 7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平亚杰 18.79 37.58% 18.79 37.58% 实物 

2 王均峰 15.00 30.00% 15.00 30.00% 货币、实物 

3 郭兰生 5.90 11.80% 5.90 11.80% 货币、实物 

4 杨文海 5.52 11.04% 5.52 11.04% 实物 

5 赵昆 2.95 5.90% 2.95 5.90% 实物 

6 金志煜 1.84 3.68% 1.84 3.68% 货币 

 合计 50 100.00% 50 100.00%  

4、 2005 年 6 月 24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由股东赵昆转让给平亚杰。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05 年 6 月 10 日，转让前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赵昆向平亚杰转让全部实物出资 2.95 万元；同意修改章

程。 

（2）2005 年 6 月 10 日，转让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确认了转让后各股东出资金额和比例；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3）2005 年 6 月 22 日，出让方赵昆与受让方平亚杰签署了《出资转让协

议书》。 

（4）2005 年 6 月 24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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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平亚杰 21.74 43.48% 21.74 43.48% 实物 

2 王均峰 15 30.00% 15 30.00% 货币、实物 

3 郭兰生 5.9 11.80% 5.9 11.80% 货币、实物 

4 杨文海 5.52 11.04% 5.52 11.04% 实物 

5 金志煜 1.84 3.68% 1.84 3.68% 货币 

 合计 50 100.00% 50 100.00%  

5、 2007 年 5 月 18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由股东郭兰生、金志煜转让给平亚杰、王国良，本次变更履

行了以下程序： 

（1） 2007 年 4 月 25 日，转让前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郭兰生向平亚杰转让出资 4.74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1.5

万元、实物出资 3.24 万元），向王国良转让实物出资 1.16 万元；金志煜向王国

良转让货币出资 1.84 万元；同意修改章程。 

（2） 2007 年 4 月 25 日，出让方郭兰生、金志煜与受让方平亚杰、王国良

共同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 

（3） 2007 年 4 月 25 日，转让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确认新股东会的组成；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4） 2007 年 5 月 18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平亚杰 26.48 52.96% 26.48 52.96% 货币、实物 

2 王均峰 15 30% 15 30% 货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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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3 杨文海 5.52 11.04% 5.52 11.04% 实物 

4 王国良 3 6% 3 6% 货币、实物 

 合计 50 100.00% 50 100.00%  

6、 2007 年 11 月 30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由股东杨文海转让给平亚杰、王国良，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

程序： 

（1） 2007 年 11 月 16 日，转让前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杨文海向平亚杰转让实物出资 3.52 万元，向王国良转

让实物出资 2 万元；同意修改章程。 

（2） 2007 年 11 月 16 日，转让方杨文海与受让方平亚杰、王国良共同签

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 

（3） 2007 年 11 月 16 日，转让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确认新股东会的组成；同意章程修正案。 

（4） 2007 年 11 月 30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平亚杰 30 60.00% 30 60.00% 货币、实物 

2 王均峰 15 30.00% 15 30.00% 货币、实物 

3 王国良 5 10.00% 5 10.00% 货币、实物 

 合计 50 100% 50 100%  

7、 2009 年 6 月 18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一次增资、第六次股权转让 

本次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自 50 万元增加至 100 万元，以及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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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由股东平亚杰转让给曹帆）。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变更中的知识产权增资 24 万元，在 2013 年 8 月已经办

理减资（见下文），因此蓝太平洋股份发起人曹帆、王国良据以持有股份公司股

份的基础，即在蓝太平洋有限的出资比例，并不包括本次知识产权增资。 

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09 年 5 月 14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如

下决议：同意平亚杰向曹帆转让实物出资 28.5 万元、货币出资 1.5 万元；同意注

册资本增加 50 万元，曹帆认缴 45 万元（其中知识产权 21.6 万元、货币 23.4 万

元）、王国良认缴 5 万元（其中知识产权 2.4 万元、货币 2.6 万元）；同意章程

修正案。 

（2） 2009 年 5 月 14 日，出让人平亚杰和受让人曹帆签订《出资转让协议

书》，约定转让出资 30 万元。 

（3） 2009 年 6 月 1 日，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知识

产权——非专利技术“编辑人员考核支持系统”资产评估报告书》（松德评字[2009]

第 013 号），对曹帆、王国良拟投资到蓝太平洋有限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

“编辑人员考核支持系统”进行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价

值为人民币 24.00 万元。 

（4） 2009 年 6 月 1 日，曹帆、王国良共同签署《权属认定证明及声明》，

并于同日签署《技术分割协议》。根据该等文件，二人共同拥有非专利技术——

“编辑人员考核支持系统技术”，并同意投入蓝太平洋有限，按照 90%和 10%

的比例进行价值分割，即曹帆拥有 21.6 万元、王国良拥有 2.4 万元。 

（5） 2009 年 6 月 8 日，曹帆、王国良分别缴付货币出资 23.4 万元、2.6

万元。 

（6） 2009 年 6 月 8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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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议：同意曹帆、王国良、王均峰组成新的股东会；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其

中曹帆出资货币 24.9 万元、实物 28.5 万元、知识产权 21.6 万元，王国良出资货

币 4.44 万元、实物 3.16 万元、知识产权 2.4 万元；王均峰出资货币 0.66 万元、

实物 14.34 万元；同意选举曹帆执行董事职务；同意选举平亚杰担任监事；同意

修改后的章程（章程修正案）。 

（7） 曹帆、王国良分别与蓝太平洋有限签订了《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转

移协议书》。2009 年 6 月 9 日，北京伯仲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企业

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转移专项审计报告》（京仲变验字[2009]0609S-C 号），

确认非专利技术“编辑人员考核支持系统”已办理完财产转移手续。 

（8） 2009 年 6 月 9 日，北京伯仲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变更登

记验资报告》（京仲变验字[2009]0609Z-F 号），验证了上述知识产权出资和货

币出资。 

（9） 2009 年 6 月 18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增资、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75 75% 75 75% 
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2 王均峰 15 15% 15 15% 货币、实物 

3 王国良 10 10% 10 10% 
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合计 100 100% 100 100%  

8、 2011 年 4 月 20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由股东王均峰转让给曹帆，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1 年 4 月 14 日，转让前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王均峰向曹帆转让全部出资 15 万元（其中实物出资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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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货币出资 0.66 万元）；同意章程修正案。 

（2） 2011 年 4 月 14 日，出让方王均峰与受让方曹帆签署了《出资转让协

议书》，约定转让出资 15 万元。 

（3） 2011 年 4 月 14 日，转让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确认新股东会的组成；同意章程修正案。 

（4） 2011 年 4 月 20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90 90% 90 90% 
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2 王国良 10 10% 10 10% 
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合计 100 100% 100 100%  

9、 2011 年 11 月 23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二次增资 

本次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自 100 万元增加至 500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增资中的知识产权增资 280 万元，在 2013 年 8 月已经

办理减资（见下文），因此蓝太平洋股份发起人曹帆、王国良据以持有股份公司

股份的基础，即在蓝太平洋有限的出资比例，并不包括本次知识产权增资。 

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1 年 10 月 20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如

下决议：同意注册资本增加 400 万元，曹帆认缴 310 万元（其中知识产权 240

万元、货币 70 万元）、王国良认缴 40 万元（均为知识产权）、王镝认缴 50 万

元（均为货币）；同意章程修正案。 

（2） 2011 年 10 月 19 日，北京德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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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利技术“短信物流系统技术”无形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书》（德评报字

（2011）第 056 号），对曹帆、王国良拟投资到蓝太平洋有限的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短信物流系统技术”进行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0 月 15 日的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90 万元。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自 2011

年 6 月 24 日起施行），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可以以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作为验资证明，即无须另行验资，据此，结合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

案，无形资产评估值 290 万元中，28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3） 2011 年 10 月 20 日，曹帆、王国良签署《非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分割协

议》，同意按照 86.21%和 13.79%的比例进行价值分割，即曹帆拥有 250 万元、

王国良拥有 40 万元。 

（4） 2011 年 10 月 20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如

下决议：确认组成新的股东会；同意章程修正案。 

（5） 2011 年 10 月 27 日，曹帆、王镝分别交付出资人民币 70 万元、50 万

元。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以货币出资的，可以以

商业银行出具的《交存入资资金凭证》作为验资证明，即无须另行验资。 

（6） 2011 年 11 月 23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次增资、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400 80% 400 80% 
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2 王国良 50 10% 50 10% 货币 

3 王镝 50 10% 50 10% 
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 

 合计 500 100% 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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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3 年 8 月 28 日蓝太平洋有限减资 

本次变更为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自 500 万元减至 196 万元，即减资 304 万元，

系将 2009 年 6 月、2011 年 11 月两次增资中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全

部减回。本次减资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3 年 4 月 27 日，蓝太平洋有限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

根据蓝太平洋有限向公司登记机关出具的《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的说

明》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没有个人、团体对减少注册资本提出异议。 

（2） 2013 年 8 月 23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如

下决议：同意减少注册资本至 196 万元，即减少 304 万元，其中曹帆减少实缴知

识产权 261.6 万元，王国良减少实缴知识产权 42.4 万元；同意章程修正案。 

（3） 2013 年 8 月 23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过如

下决议：确认减资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同意章程修正案。 

（4） 2013 年 8 月 27 日，北京中会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

资报告》（京中会字[2013]第 13A002648 号），以蓝太平洋有限经审计的 2013

年 7 月 31 日会计报表为基础，确认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 196 万元。 

（5） 2013 年 8 月 28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次减资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138.4 70.6% 138.4 70.61% 货币、实物 

2 王镝 50 25.5% 50 25.51% 货币 

3 王国良 7.6 3.9% 7.6 3.88% 货币、实物 

 合计 196 100% 196 100%  

11、 2013 年 9 月 29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三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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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为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增加 454 万元，自 196 万元增加至 650 万元。

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3 年 9 月 25 日，蓝太平洋有限增资前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

一致表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郝建民、尚永忠、王昕炜、张玲玲、北

京六合前景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650 万元，即增资 454 万元（其

中：曹帆认缴 251.6 万元、北京六合前景科技有限公司认缴 65 万元、王国良认

缴 44.4 万元；张玲玲认缴 26 万元、王昕炜认缴 26 万元、郝建民认缴 17.355 万

元、尚永忠认缴 15.145 万元、王镝认缴 8.5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同意章

程修正案。 

（2） 2013 年 9 月 25 日，蓝太平洋有限增资后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

一致表决通过如下决议：确认增资后各股东出资额；同意章程修正案。 

（3） 2013 年 9 月 29 日，曹帆缴付出资 251.6 万元、北京六合前景科技有

限公司缴付出资 65 万元、王国良缴付出资 44.4 万元；张玲玲缴付 26 万元、王

昕炜缴付 26 万元、郝建民缴付 17.355 万元、尚永忠缴付货币 15.145 万元、王镝

缴付 8.5 万元。 

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以货币出资的，可以以

商业银行出具的《交存入资资金凭证》作为验资证明，即无须另行验资。 

（4） 2013 年 9 月 29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390 60.00% 390 60.00% 货币、实物 

2 

北京六合
前景科技
有限公司 

65 10.00% 65 10.00% 货币 

3 王镝 58.5 9.00% 58.5 9.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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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4 王国良 52 8.00% 52 8.00% 货币、实物 

5 王昕炜 26 4.00% 26 4.00% 货币 

6 张玲玲 26 4.00% 26 4.00% 货币 

7 郝建民 17.355 2.67% 17.355 2.67% 货币 

8 尚永忠 15.145 2.33% 15.145 2.33% 货币 

 合计 650 100.00% 650 100.00%  

12、 2013 年 10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四次增资 

本次变更为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增加 200 万元，即自 650 万元增加至 850

万元。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3 年 10 月 28 日，蓝太平洋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过

如下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850 万元，即增资 200 万元（其中：曹帆认缴

120 万元、北京六合前景科技有限公司认缴 20 万元、王国良认缴货币 16 万元；

张玲玲认缴 8 万元、王昕炜认缴 8 万元、郝建民认缴 5.34 万元、尚永忠认缴 4.66

万元、王镝认缴 18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同意章程修正案。 

（2） 2013 年 10 月 31 日，曹帆缴付出资 120 万元、北京六合前景科技有

限公司缴付出资 20 万元、王国良缴付出资货币 16 万元；张玲玲缴付出资 8 万元、

王昕炜缴付出资 8 万元、郝建民缴付出资 5.34 万元、尚永忠缴付出资 4.66 万元、

王镝缴付出资 18 万元。 

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以货币出资的，可以以

商业银行出具的《交存入资资金凭证》作为验资证明，即无须另行验资。 

（3） 2013 年 10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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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510 60.00% 510 60.00% 货币、实物 

2 
北京六合前景 

科技有限公司 
85 10.00% 85 10.00% 货币 

3 王镝 76.5 9.00% 76.5 9.00% 货币 

4 王国良 68 8.00% 68 8.00% 货币、实物 

5 王昕炜 34 4.00% 34 4.00% 货币 

6 张玲玲 34 4.00% 34 4.00% 货币 

7 郝建民 22.695 2.67% 22.695 2.67% 货币 

8 尚永忠 19.805 2.33% 19.805 2.33% 货币 

 合计 850 100.00% 850 100.00%  

13、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由股东北京六合前景科技有限公司、王昕炜转让给中宏望达，

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4 年 12 月 29 日，转让前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同意北京六合前景科技有限公司、王昕炜转让给中宏望达转

让全部货币出资 85 万元、34 万元；同意章程修正案。 

（2） 2014 年 12 月 29 日，出让方北京六合前景科技有限公司、王昕炜与

受让方曹帆共同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出资 85 万元、34 万元，

共计 119 万元。 

（3） 2014 年 12 月 29 日，转让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确认新股东会的组成；同意章程修正案。 

（4）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蓝太平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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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金额（万元） 实缴比例 出资方式 

1 曹帆 510 60.00% 510 60.00% 货币、实物 

2 中宏望达 119 14.00% 119 14.00% 货币 

3 王镝 76.5 9.00% 76.5 9.00% 货币 

4 王国良 68 8.00% 68 8.00% 货币、实物 

5 张玲玲 34 4.00% 34 4.00% 货币 

6 郝建民 22.695 2.67% 22.695 2.67% 货币 

7 尚永忠 19.805 2.33% 19.805 2.33% 货币 

 合计 850 100.00% 850 100.00%  

（二） 股份公司的设立及股本演变  

1、 股份公司的设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四、公司的设立”。 

2、 蓝太平洋股份设立之后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八、 公司的业务 

（一） 公司的经营范围 

1、公司的经营范围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章程》与 2015 年 3 月 11 日登记机关核发

的蓝太平洋股份《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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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在《营业执照》所载经营范围内从事主

营业务不存在法律障碍。 

2、自蓝太平洋有限成立以来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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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蓝太平洋有限成立以来，经营范围发生过 2 次变更。 

（1）蓝太平洋有限成立时的经营范围 

1999 年 12 月 3 日蓝太平洋有限成立，其经营范围是：技术开发、服务；承

接计算机网络工程；信息咨询（除中介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备。（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2）2011 年 4 月 20 日经营范围变更 

2011 年 4 月 20 日，蓝太平洋有限变更经营范围，主要增加“计算机系统集

成”，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承接计算

机网络工程；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

械设备。（未取得行政许可项目除外）。 

根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法（试行）》（自 200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凡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业务的单位，必须经过资质认证并取得了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并在经认定的相应资质等级范围内承担工程。

2014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4〕5 号）取消了“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认定”行政审批。此后，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改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认定，属于行业组织自律

管理。 

蓝太平洋有限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以前未取得行政审批性质的《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资质证书》，依法不能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业务。根据本所律师对

蓝太平洋有限业务合同的核查及蓝太平洋有限的承诺，蓝太平洋有限虽然在营业

范围内增加了“计算机系统集成”，但报告期内并未实际从事该项业务。 

（3）2013 年 1 月 28 日经营范围变更 

2013 年 1 月 28 日，蓝太平洋有限变更经营范围，增加“货物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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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未取得行

政许可项目除外）。 

2014 年 1 月 14 日，蓝太平洋有限办理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

号：01229394；进出口企业代码：1100718717510）。 

（二） 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2015 年 2 月 14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以及公司的说明，蓝太平洋股份的主营业务为：提供网站诊断与监测相

关软件产品、云平台网站诊断与监测软件应用服务、移动互联网及网站平台建设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以及计算机相关硬件销售。 

根据《审计报告》，蓝太平洋股份 2013 年度、201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 802.26 万元、884.52 万元，均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100%，各期其他业务收入

均为 0。 

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公司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营业务明确且未发生变化。 

（三） 公司的经营资质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蓝太平洋股份开展主营业

务，持有以下有效的经营资质： 

（1）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蓝太平洋有限 2003 年 2 月 14 日取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核发的《软件企

业认定证书》（编号：京 R-2003-0009 号）。根据《北京市软件企业认定和软件

产品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京科发[2001]101 号），当时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负责软件企业认定和软件产品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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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太平洋有限持有 2013年 12 月 20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核发的《软

件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京 R-2013-1617 号），2014 年 6 月 17 日办理了年审。

根据《软件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工信部联软[2013]64 号，自 2013 年 4 月 1 日

起实施）及《关于 2013 年北京市软件企业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11 年

1 月 1 日前成立，按照旧办法认定，未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

手续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已满的企业，按照新办法重新认定。蓝太平有限属

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已满、在 2013 年重新认定的软件企业。 

 取得《软件企业认定证书》的软件企业，可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应手续

并按相关规定享受鼓励政策。 

（2）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根据《软件产品管理办法》（自 2009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软件产品实行

登记和备案制度。经登记和备案的国产软件产品，可以享受《鼓励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的有关鼓励政策。 

蓝太平洋有限持有以下《软件产品登记证》： 

序

号 
软件名称 申请企业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1 

蓝太平洋网站决策

支持系统软件

V2.5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Z-2004-0004 
2009/5/12 2014/5/11* 

北京市 

科委 

蓝太平洋网站决策

支持系统软件

V4.0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Y-2013-2329 
2013/7/2 2018/7/1 

北京市 

经信委 

2 

蓝太平洋网站诊断

与监测系统软件

V2.5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Y-2009-0742 
2009/7/10 2014/7/9* 

北京市 

科委 

蓝太平洋网站诊断

与监测系统软件

V3.5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Y-2013-2330 
2013/7/2 2018/7/1 

北京市 

经信委 

3 

蓝太平洋网站内容

管理系统软件

V1.0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Y-2013-2328 
2013/7/2 2018/7/1 

北京市 

经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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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软件名称 申请企业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4 
蓝太平洋舆情监测

系统软件 V4.0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Y-2013-2331 
2013/7/2 2018/7/1 

北京市 

经信委 

5 

蓝太平洋流媒体应

用管理系统软件

V1.0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Y-2013-6704 
2013/12/3 2018/12/2 

北京市 

经信委 

6 
蓝太平洋内容校验

系统软件 V1.0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Y-2014-1880 
2014/5/12 2019/5/11 

北京市 

经信委 

7 

蓝太平洋智能客户

端应用生成系统软

件 V1.0 

蓝太平洋

有限 
京

DGZ-2014-0154 
2014/5/12 2019/5/11 

北京市 

经信委 

注*：《软件产品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前，软件已经升级并重新办理了登记。 

（3）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报告期内，蓝太平股份均为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010 年 12 月 24 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

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核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011000783），有效期 3 年，即至 2013 年 12 月 23 日止。 

2013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

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核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F201311000335），有效期 3 年，即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止。 

（4）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蓝太平洋有限持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

016ZB13Q21484R1M），认定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GB/T19001-2008/ISO9001-2008 标准，适用于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和

服务。该证载明：初次发证日期：2010 年 7 月 6 日；本次发证日期：2014 年 7

月 15 日；证书有效期至：2016 年 7 月 4 日。 

2、“蓝太平洋网站诊断与监测系统[简称 BlueMonitor]V3.5”不属于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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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2012 年 7 月 27 日，蓝太平洋股份曾为其软件产品“网站

诊断与监测系统 V3.5 版”办理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简称“《销售许可证》”）（编号：XKC36880）有效期自 2012 年 7 月 27 日

至 2014 年 7 月 27 日。该《销售许可证》到期后，蓝太平洋有限未办理延期手续。 

根据公司陈述，上述“网站诊断与监测系统 V3.5 版”具有安全功能，属于

“网站诊断与监测软件安全专用版”，但报告期内从未销售，不存在《销售许可

证》到期后违规销售的情形，未来也不会销售，所以《销售许可证》到期后未再

办理延期；报告期内及目前销售的“蓝太平洋网站诊断与检测系统[简称

BlueMonitor]V3.5”不具有安全功能，不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属

于“网站诊断与监测软件普通版”。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 2012 年 7 月 9 日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编号：公计检 120130 号），“网站

诊断与监测系统 V3.5 版”具备“远程检测功能”、“安全功能”、“审计功能”，

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该核查结论与公司陈述相符。蓝太平洋股份

已书面承诺，在未来合法合规经营，不销售“网站诊断与监测系统 V3.5 版”；

蓝太平洋股份控股股东曹帆也书面承诺，如公司因在销售许可证到期后违规销售

遭受任何损失的，将由其个人全部承担。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 2013 年 4 月 11 日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中心出具的

《软件产品测试报告》（编号：No.SICSTC2013-04-032)，“蓝太平洋网站诊断

与监测系统[简称 BlueMonitor]V3.5”“提供了网站可用性监测、首页响应监测及

网页响应监测等功能”，没有“安全功能”，不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

品。该核查结论与公司陈述相符。因此，蓝太平洋股份在报告期内及未来销售“网

站诊断与监测软件普通版”，无须办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

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开展主营业务已经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

批准，取得了相应的资质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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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业政策 

1、根据 2013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 号《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修正)》，蓝太平洋股份主营业务属于“第一类

鼓励类”范畴。 

类别 行业 子类 

第一类 鼓励类 

二十八、信息产业 23、软件开发生产 

三十一、科技服务业 

3、行业（企业）管理和信息化解决方案开发、

基于网络的软件服务平台、软件开发和测试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咨询、运营维护和数据挖掘

等服务业务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0]18 号）、《软件产品管理办法》（2009 年工信部令第 9 号）、《国

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2011]4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软件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工信部联软[2013]64 号）、《北京市进一步促进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京政发[2014]6 号）、《北京市软件企业认定和软件产品登记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京经信委发[2014]45 号）等相关行业政策文件，蓝太平

洋股份主营业务属于国家长期鼓励发展的行业，不存在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鼓励类产业，

不存在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五） 重大业务合同 

除本法律意见书其他部分披露的合同外，公司在报告期内签署的重大业务合

同如下： 

1、采购类合同（标的额 2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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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签订 

日期 

主要 

合同内容 

合同 

金额 

履行 

情况 

1.1 
曙光产品订

货单 

曙光信息产业

（北京）有限公

司 

2013/3/12 

采购工作站、交换

机等硬件，以及机

群系统软件、网卡

卡发套件软件、并

行编程环境等软件 

334.00 
履行

完毕 

1.2 合同 
北京信德美华科

技有限公司 
2013/9/10 采购服务器 98.50 

履行

完毕 

1.3 购销合同 
北京吉星吉达科

技有限公司 
2013/11/1 采购成像软件 40.00 

履行

完毕 

1.4 购销合同 
北京星火融智科

技有限公司 
2013/11/1 集群软件环境 53.00 

履行

完毕 

1.5 购销合同 
北京育碟立达科

技有限公司 
2013/11/18 采购电脑 24.54 

履行

完毕 

1.6 
曙光产品订

货单 

曙光信息产业

（北京）有限公

司 

2013/11/30 采购服务器和线缆 20.00 
履行

完毕 

1.7 合同 
北京源通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 
2014/1/5 

采购投影屏幕、服

务器 
87.50 

履行

完毕 

1.8 合同 
北京卓越创新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4/2/20 

网络规划、网络布

线服务 
20.00 

履行

完毕 

1.9 合同 
北京百尚家和商

贸有限公司 
2014/7/8 

采购服务器和 PC

机 
28.12 

履行

完毕 

1.10 合同 
北京国信博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4/9/1 

采购服务器和视频

编码器 
38.30 

履行

完毕 

1.11 
曙光产品订

货单 

曙光信息产业

（北京）有限公

司 

2014/11/19 

采购服务器、菊花

链、CIM 模块和线

缆 

61.12 
履行

完毕 

1.12 合同书 
北京慧舟普度科

技有限公司 
2014/12/1 

采购网络广告管理

系统 
28.00 

履行

完毕 

1.13 购销合同 
北京国信博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4/12/20 采购服务器 30.00 

履行

完毕 

2、销售类合同（标的额 20 万元以上）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签订 

日期 

主要 

合同内容 

合同 

金额 

履行

情况
①

 

2.1 

网站决策支

持系统购销

合同 

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信息中心 
2013/3/27 

销售网站决策支持

系统 
20.00 

履行

完毕 



   蓝太平洋股份法律意见书 

41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签订 

日期 

主要 

合同内容 

合同 

金额 

履行

情况
①

 

2.2 
产品供销合

同 

北京星火融智科

技有限公司 
2013/3/29 

采购工作站、交换

机等硬件，以及机

群系统软件、网卡

卡发套件软件、并

行编程环境等软件 

334.00 
履行

完毕 

2.3 

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

综合物流企

业公共服务

平台软件开

发合同 

北京华胜天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6/13 

受托进行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综合

物流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软件开发 

96.82 
履行

完毕 

2.4 

中央国家机

关政府采购

网上竞价合

同 

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 
2013/7/2 

销售交换机、路由

器 H3C MSR 

50-40、视频编辑系

统、KVM 设备 

28.65 
履行

完毕 

2.5 合同 
北京卓越创新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3/9/28 

销售智能客户端应

用生成系统 
27.50 

履行

完毕 

2.6 

中国石化网

站提升（一

期）项目网

站流量分析

开发服务合

同 

石化盈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2013/10/1 
提供网站流量分析

开发服务 
28.00 

履行

完毕 

2.7 合同 
北京卓越创新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3/10/8 

销售蓝太平洋流媒

体应用管理系统 
43.00 

履行

完毕 

2.8 

网站决策支

持系统购买

合同 

北京中科汇联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3/10/8 

销售网站决策支持

系统 
29.25 

履行

完毕 

2.9 购销合同 

曙光信息系统

（辽宁）有限公

司 

2013/11/1 

销售三维叠前逆时

偏移成像软件、集

群软件环境部署 

95.00 
履行

完毕 

2.10 开发合同 

北京龙腾四海投

资顾问有限责任

公司 

2013/11/5 
受托进行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的开发 
58.00 

履行

完毕 

2.11 销售合同 
北京计算科学研

究中心 
2013/11/19 销售服务器及线缆 20.00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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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签订 

日期 

主要 

合同内容 

合同 

金额 

履行

情况
①

 

2.12 

网站决策系

统、网站诊

断与监测系

统购买合同 

国富通信息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2013/12/18 

销售网站决策支持

系统、网站诊断与

监测系统 

20.00 
履行

完毕 

2.13 
软件采购合

同 

中国软件与技术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2014/1/19 
销售蓝太平洋网站

诊断与监测系统 
195.00 

履行

完毕 

2.14 

五台农商旅

游银行综合

管理平台合

同 

山西五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4/6/9 

销售蓝太平洋网站

内容管理系统、蓝

太平洋舆情监测系

统、移动客户端应

用生成系统以及服

务器 

203.60 
履行

完毕 

2.15 销售合同 
中国科学院声学

研究所 
2014/9/25 销售磁盘阵列 20.01 

履行

完毕 

2.16 合同 原平市实达中学 2014/10/8 

销售可视化智能辅

助互动平台设备及

软件 

73.80 
履行

完毕 

2.17 

中央国家机

关政府采购

协议供货合

同 

中国科学院工程

热物理研究所 
2014/11/26 

销售服务器、CPU

及其他配套设备 
20.00 

履行

完毕 

2.18 
技术开发合

同 

山西泽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14/12/2 

受托进行银行公积

金接口管理系统开

发 

21.00 
履行

完毕 

2.19 采购合同 
山西京恒晨科技

有限公司 
2014/12/5 

销售蓝太平洋网站

内容管理系统、智

能客户端应用生产

系统 

50.00 
履行

完毕 

2.20 合同 
业本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2014/12/9 

销售蓝太平洋网站

内容管理系统、智

能客户端应用生成

系统 

37.60 
履行

完毕 

2.21 

凉山州政府

门户网站运

行监测诊断

合同 

四川弘济科贸有

限公司 
2014/11/24 

提供网站群运行监

测诊断服务（服务

期 3 年） 

30.00 
正在

履行 

注① ：履行完毕，不包括硬件质量保证期或软件技术支持期限。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合法合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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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效，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九、 对外投资与分公司 

（一） 对外投资 

2014年8月26日，蓝太平洋有限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沃度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沃度信息”），认购其全部注册资本，子公司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蓝太平洋股份对沃度信息实际缴纳出资57,500

元，沃度信息实收资本为107,500元。沃度信息《章程》规定股东认缴出资缴付

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目前不存在逾期缴付的情形。 

沃度信息执行董事、经理为曹帆，监事为王国良。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沃度信息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沃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登记机构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注册号 110108017781659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26 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楼 A 座 4 层 0099 

法定代表人 曹帆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10.75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26 日至 2034 年 8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销售自

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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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公司 

2014 年 11 月 17 日，蓝太平洋有限设立“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分公司”（“蓝太平洋福州分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蓝太平

洋福州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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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名称 北京蓝太平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登记机构 福州市鼓楼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注册号 3501021100342112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17 日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道山路 219 号 

负责人 陈永新 

经营范围 受隶属企业委托从事相关经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主要关联方 

参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相关法律法

规、准则，根据《审计报告》、相关各方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1、 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业 

（1）BluePacific Group Ltd.：蓝太平洋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帆持有

该公司 100%的股权。该公司 2011 年 3 月 16 日成立，注册于英属维京群岛（BVI）。 

（2）中宏望达:蓝太平洋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帆是该企业的普通合

伙人，持有该企业的合伙份额为 90%。该企业 2014 年 12 月 8 日成立，住所地为

北京市海淀区。 

2、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1）曹帆：持有蓝太平洋 60%的股份； 

（2）中宏望达：持有蓝太平洋 14%的股份； 

（3）王镝：持有蓝太平洋 9%的股份； 

（4）王国良：持有蓝太平洋 8%的股份。 

（5）平亚杰：系蓝太平洋股份控股股东曹帆的配偶，任蓝太平洋股份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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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经理。 

3、 子公司 

蓝太平洋股份设有子公司北京沃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沃度信息”），持

有其 100%的股权。沃度信息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

之“九、对外投资与分公司”部分。 

4、 关键管理人员 

（1）董事：曹帆、王国良、张玲玲、郝建民、尚永忠 

（2）监事：毛亚东、闫丽丽、高伟。 

（3）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曹帆 

副总经理：王国良 

财务总监：马彬 

董事会秘书：马彬 

5、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所控制的企业 

北京华信易联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华信易联”）：蓝太平洋股份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曹帆的岳母鞠凤华，自该公司成立之日即 2006 年 1 月 5 日至 2014

年 7 月 3 日持有该公司 99%的股份。另外 1%的股份自该公司成立之日即 2006

年 1 月 5 日至 2014 年 7 月 3 日由蓝太平洋股份监事会主席毛亚东持有。 

2014 年 7 月 3 日，鞠凤华、毛亚东分别将持有华信易联的 99%股权、1%股

权全部转让给非关联方何永胜。在此时点以前的报告期内，华信易联是蓝太平洋

有限的关联方，在此时点后，已不再是关联方。 

（二） 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蓝太平洋股份《审计报告》、会计资料以及公司的说明，蓝太平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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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方往来款项如下： 

（1）应付账款 

供应商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性质或内容 

BluePacific Group Ltd. 51,282.05 51,282.05 货款 

华信易联 50,000.00 0.00 应付技术开发费 

合计 101,282.05 51,282.05  

与上表中的应付账款余额相关的交易均发生在 2013 年以前，不在报告期内。

（i）2012 年 11 月 5 日，蓝太平洋有限与 BluePacific Group Ltd.签署《产品订货

合同》，采购 SGI Fuel 工作站主机 1 台，单价人民币 6 万元，未约定货款支付

时间，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结清。（ii）2011 年 8 月 6 日，蓝太平洋有

限与华信易联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委托华信易联开发网站优化技术，即开发

一套软件用于实现基于 ARM 的流媒体服务器系统，开发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6

日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 147 万元，分四次支付；2014 年

度内，蓝太平洋有限已经结清了上述应付款，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余额。 

（2）其它应收款 

2013 年末“其他应收款—华信易联”余额 12,000.00 元，为华信易联从蓝太

平洋有限的借款，无利率。2014 年度内，华信易联已经还清，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无余额。 

报告期内，没有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与蓝太平

洋有限发生资金往来的情形。 

根据蓝太平洋股份《审计报告》及其承诺，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蓝太平洋股

份无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三）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蓝太平洋有限整体变更前，公司《章程》中没有就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作出规定，决策程序不完备。股份公司成立后，蓝太平洋股份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在其《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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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关联交易的交易原则

和决策程序，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提供了决策程序上的保障，能够保护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四） 同业竞争 

关联方华信易联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与蓝太平洋股份存在相同、相似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为避免、消除该同

业竞争关系，2014 年 7 月 3 日，鞠凤华、毛亚东分别将持有华信易联的 99%股

权、1%股权全部转让给非关联方何永胜。在此时点以前的报告期内，华信易联

是蓝太平洋有限的关联方，在此时点后，已不再是关联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关联方通过向非关联方转让华信易联的股权，公司与华信易联之间的同业竞争问

题已经解决。 

关联方 BluePacific Group Ltd.的章程中没有经营范围的规定，但其在 2012

年 11 月与蓝太平洋有限曾发生过硬件购销交易，从事过相同、相似的业务。

Bluepacific Group Ltd.及其股东曹帆承诺，除该笔交易外，BluePacific Group Ltd.

没有从事过任何其他业务，报告期内双方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交易；未来也不会

从事任何与公司相竞争的经营活动；并承诺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注销

BluePacific Group Ltd.。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全体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核心技术人员均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1、本人及本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

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将不直接或间接开展对公司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

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2、本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或担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以及辞去上述职务六个月内，

本承诺为有效承诺。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作出

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4、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蓝太平洋股份法律意见书 

48 

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帆及其控制的企业与

公司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相关关联方已经采取或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潜在

同业竞争。 

十一、 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 土地、房产 

根据蓝太平洋股份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蓝太平洋股份目前不拥有任何

土地使用权和房屋。 

（二） 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蓝太平洋股份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原值 385.56

万元，其中电子设备 44.40 万元、工器具（包括服务器）及家具 341.15 万元。 

（三） 自主开发的软件产品 

蓝太平洋股份拥有了以下软件产品并办理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序

号 

软件 

名称 

著作权

人 

开发完 

成日期 

首次发 

表日期 

权利 

范围 
登记号 

登记日

期 

1 

蓝太平洋办公自动化

系统 V1.0 [简称: 

Netgainer] 

蓝 太 平

洋有限 未记载 2000/4/1 全部 2000SR1151 
2000/7/

5 

2 

蓝太平洋牙科诊所管

理系统 V1.0 [简称：

Dentek（德泰克）] 

蓝太平

洋有限 
未记载 2000/5/1 全部 2000SR1607 

2000/8/

28 

3 

蓝太平洋网站决策支

持系统 V1.0 [简称: 

WebEngine] 

蓝 太 平

洋有限 未记载 2001/4/30 全部 2001SR3380 
2001/8/

31 

4 

蓝太平洋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 [简称: 

BlueCRM] V1.0 

蓝 太 平

洋有限 未记载 2002/5/31 全部 2002SR4704 
2002/12

/19 

5 

蓝太平洋智能网络监

控平台 [简称:Blue 

Inspector] V2.5 

蓝 太 平

洋有限 未记载 2003/4/15 全部 2003SR6504 
2003/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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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软件 

名称 

著作权

人 

开发完 

成日期 

首次发 

表日期 

权利 

范围 
登记号 

登记日

期 

6 

蓝星集中式上网管理

系统 [简称: 

CoolStar] V1.5 

蓝 太 平

洋有限、

北 京 千

龙 网 都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司
①

 

未记载 2003/6/30 全部 2003SR8470 
2003/8/

7 

7 
口腔信息管理系统 

V1.0[简称:TOHIS]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3/7/31 全部 

2003SRBJ01

84 

2003/11

/14 

8 

网站决策支持系统 

V2.5 [简称：

WebEngine]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3/12/10 全部 
2004SRBJ00

40 

2004/1/

9 

9 

蓝太平洋办公自动化

系统 V4.5[简称：

Netgainer]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4/12/1 全部 
2005SRBJ02

28 

2005/4/

8 

10 

广告决策支持系统

V1.0[简

称:ADEngine]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6/10/1 全部 
2006SRBJ24

88 

2006/11

/9 

11 

蓝太平洋在线数码冲

印系统 V2.0[简

称:PhotoEX]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6/10/1 全部 
2006SRBJ24

87 

2006/11

/9 

12 

蓝太平洋数字媒体版

权保护系统 V2.5[简

称:DRMBuilder]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6/10/11 全部 
2006SRBJ24

84 

2006/11

/9 

13 

网站决策支持系统

V3.5[简

称:WebEngine]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7/6/20 全部 
2007SRBJ18

16 

2007/8/

14 

14 

网站广告分析系统

[简称：ADAnalyser]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7/6/2

0 
2007/6/20 全部 

2010SRBJ33

85 

2010/8/

3 

15 

网站流媒体分析系统

[简称：

MediaAnalyser]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7/6/3

0 
2007/6/30 全部 

2010SRBJ33

87 

2010/8/

3 

16 

编辑人员考核系统

[简称：EDSTATS]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7/10/

31 
2007/10/31 全部 

2010SRBJ33

82 

2010/8/

3 

17 

蓝太平洋网站诊断与

监测系统[简称：

BlueMonitor]V2.5 

蓝 太 平

洋公司 未记载 2008/8/1 全部 
2008SRBJ35

08 

2008/10

/9 

18 

网站分析结果发布系

统[简称：

BluePublisher]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8/9/1 2008/9/1 全部 
2010SRBJ33

86 

201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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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软件 

名称 

著作权

人 

开发完 

成日期 

首次发 

表日期 

权利 

范围 
登记号 

登记日

期 

19 

网站实时分析系统

[简称：RealAnalyser]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8/9/1

0 
2008/9/10 全部 

2010SRBJ33

88 

2010/8/

3 

20 

蓝太平洋市场资料直

邮系统[简称：

BluePacific 

eMarketing]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08/9/1

0 
2008/11/27 全部 

2009SRBJ62

16 

2009/9/

21 

21 

蓝太平洋销售机会跟

踪系统[简称：

BlueSales]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09/1/1

0 
2009/3/20 全部 

2009SRBJ63

46 

2009/10

/23 

22 

蓝太平洋剧院票务管

理系统[简称：

BlueTicket]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09/4/8 2009/8/9 全部 

2009SRBJ72

95 

2009/12

/17 

23 

蓝太平洋网站诊断与

监测系统[简称：

BlueMonitor]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9/7/1 2009/7/1 全部 
2009SRBJ72

96 

2009/12

/17 

24 

蓝太平洋网站内容管

理系统[简称：

BlueCMS]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09/10/

26 
2009/10/26 全部 

2009SRBJ73

40 

2009/12

/17 

25 

网站栏目监测系统

[简称：BlueChannel]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9/7/1 2009/7/1 全部 
2010SRBJ33

83 

2010/8/

3 

26 

网站安全监测系统

[简称：BlueGuard] 

V3.5 

蓝太平

洋有限 2009/7/1 2009/7/1 全部 
2010SRBJ33

84 

2010/8/

3 

27 

物流一体化决策支持

平台[简称：

BlueLogistics]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0/11/

30 
2010/11/30 全部 

2011SR0965

47 

2011/12

/16 

28 

智能模板建站系统

[简称：SeenSites]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1/5/3

1 
2011/5/31 全部 

2011SR0957

71 

2011/12

/15 

29 
移动终端定位系统

[简称：BlueGPS]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1/8/3

1 
2011/8/31 全部 

2011SR0957

43 

2011/12

/15 

30 

蓝太平洋舆情监测系

统[简称：

WebWatcher] V4.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1/9/3

0 
2011/9/30 全部 

2011SR0957

81 

2011/12

/15 

31 

网站点击行为分析系

统[简称：VisitLoger] 

V4.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1/3/3

1 
2011/3/31 全部 

2011SR0957

93 

2011/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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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软件 

名称 

著作权

人 

开发完 

成日期 

首次发 

表日期 

权利 

范围 
登记号 

登记日

期 

32 

智能客户端应用生成

系统[简称：BuleAPP]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2/11/

30 
未发表 全部 

2013SR0164

90 

2013/2/

25 

33 
短信物流系统[简称：

SMSLogistics]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2/9/1

2 
未发表 全部 

2013SR0165

18 

2013/2/

25 

34 

网站决策支持系统

[简称：WebEngine] 

V4.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2/11/

27 
2012/12/03 全部 

2013SR0167

85 

2013/2/

25 

35 

蓝太平洋流媒体应用

管理系统[简称：

BlueStreaming]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2/10/

15 
2012/10/16 全部 

2013SR0167

87 

2013/2/

25 

36 

蓝太平洋网站监测平

板客户端系统[简称：

BlueMonitorPad]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3/11/

29 
2013/11/29 全部 

2014SR0159

36 

2014/2/

12 

37 

蓝太平洋内容校验系

统[简称：CMSMate]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3/11/

29 
2013/11/29 全部 

2014SR0159

91 

2014/2/

12 

38 

蓝太平洋网站看护系

统[简称：CareSite]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3/11/

29 
2013/11/29 全部 

2014SR0159

94 

2014/2/

12 

39 

蓝太平洋沃度信息系

统[简称：WooDo]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3/11/

29 
2013/11/29 全部 

2014SR0160

78 

2014/2/

12 

40 

蓝太平洋互动教育管

理系统[简称：

BlueEdu] V2.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4/5/3

0 
2014/5/30 全部 

2014SR1000

18 

2014/7/

17 

41 

蓝太平洋平安校园管

理系统[简称：

BlueSchool] V2.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4/5/3

0 
2014/5/30 全部 

2014SR1240

04 

2014/8/

20 

42 

蓝太平洋大数据分析

系统[简称：BlueBDA]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4/10/

30 
2014/10/30 全部 

2015SR0037

14 

2015/1/

8 

43 

蓝太平洋网站内容管

理系统[简称：

VISCMS] V1.0 

蓝太平

洋有限 
2014/10/

30 
2014/10/30 全部 

2015SR0047

56 

2015/1/

9 

注①：根据公司说明，该软件著作权“蓝星集中式上网管理系统 V1.5”由

公司与北京千龙网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权益由双方共享，该项软

件著作权的共同共有对公司经营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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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托开发或购入的软件产品 

根据《审计报告》，蓝太平洋股份 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原值 229.66

万元，均系委托开发或购入的软件。其中委托开发费用或购买价格超过 10 万元

的软件产品包括：ARM 流媒体服务器系统（147 万元）、SNS 信息自动抓取软

件（70 万元）、晋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11.12 万元）。 

（1）ARM 流媒体服务器系统：2011 年 8 月 6 日，蓝太平洋有限与华信易

联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委托后者开发基于 ARM 系统的流媒体服务器系统，

研究开发经费、报酬 147 万元，开发的全部技术成果归蓝太平洋有限所有，包括

著作权、使用权、转让权。 

（2）SNS 信息自动抓取软件：2012 年 1 月 9 日，蓝太平洋有限与北京新宇

开创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委托后者开发 SNS 信息自动抓取软

件，研究开发经费、报酬 70 万元，开发的全部技术成果归蓝太平洋有限所有，

包括著作权、使用权、转让权。 

（3）晋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2014 年 7 月 30 日，蓝太平洋有限与山西晋

通邮电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采购合同》，向后者购买晋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1 套，总金额 13.02 万元。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卖方，蓝太平洋有限拥有非排他

性的许可使用权。 

（五） 注册商标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类别 权利人 权利期限 

1 
 

7415817 42 蓝太平洋有限 
2011/12/21- 

2021/12/20 

2 
 

10009803 42 蓝太平洋有限 
2012/11/28- 

2022/11/27 

3 
 

10837359 42 蓝太平洋有限 
2013/7/28- 

2023/7/27 

4 
 

9982630 42 蓝太平洋有限 
2013/4/21- 

202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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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类别 权利人 权利期限 

5 

 

11879065 42 蓝太平洋有限 
2014/5/28- 

2024/5/27 

（六） 域名 

蓝太平洋股份持有以下中国国家顶级域名和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序号 域名 持有人 注册日 到期日 网站备案号 

1 bluepacific.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1999/12/28 2016/12/28 
京 ICP 备 

05006839-10 

2 www-online.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05/3/25 2015/3/25  

3 www-online.cn 蓝太平洋有限 2005/3/25 2015/3/25 05006839-12 

4 webengine.net.cn 蓝太平洋有限 2006/1/27 2016/1/27 5006839 号-7 

5 webengine.cn 蓝太平洋有限 2006/1/27 2016/1/27 5006839 号-7 

6 bluegps.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1/8/30 2015/8/30 5006839 号-8 

7 biradar.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3/2 2015/3/2 05006839-4 

8 biradar.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3/2 2015/3/2 05006839-3 

9 webwatch.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6/25 2015/6/25 05006839号-6 

10 webwatch.net.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6/25 2015/6/25 05006839号-6 

11 webwatch.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6/25 2015/6/25 05006839号-6 

12 woodo.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6/25 2015/6/25 05006839号-6 

13 woodo.net.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6/25 2015/6/25 05006839号-6 

14 visinfo.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7/9 2015/7/27 05006839号-5 

15 wiscms.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12/14 2016/12/14 5006839 号-8 

16 wiscms.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12/14 2016/12/14  

17 viscms.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12/25 2015/12/25 05006839号-7 

18 viscms.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2/12/25 2015/12/25 5006839 号-7 

19 yuqing365.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4/9/11 2015/9/11  

20 meiqiao360.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4/9/15 2015/9/15  

21 meiqiao365.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4/9/15 2015/9/15  

22 cmsmate.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4/9/22 2015/9/22  

23 cmsmate.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4/9/22 2015/9/22  

24 blueapp.com.cn 蓝太平洋有限 2014/11/20 2015/11/20  

25 webdss.com 蓝太平洋有限 2003/11/3 2017/11/3 05006839-11 

26 wiscms.com 蓝太平洋有限 2012/12/13 2016/12/14  

27 wiscms.net 蓝太平洋有限 2012/12/13 2016/12/14  

28 meiqiao365.com 蓝太平洋有限 2014/9/15 2015/9/15  

29 meiqiao360.com 蓝太平洋有限 2014/9/15 2015/9/15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蓝太平洋有限已就上述计算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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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著作权、商标专用权、域名取得了有关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书。目前上述证书的

权利人仍然为蓝太平洋有限，鉴于股份公司系蓝太平洋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原蓝

太平洋有限资产全部由股份公司承继，故上述证书权利人登记为蓝太平洋有限并

不影响资产权属。 

（七） 财产租赁情况 

1、2012 年 2 月 3 日，蓝太平洋有限与康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德公司”）签订《写字楼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康德公司将位于海淀区上地

信息产业基地上地六街 17 号康德公司第二层 6212A 房屋（面积 394.63 平方米）

租赁给蓝太平洋有限使用，租赁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2015 年 2 月 26 日，

租期共 3 年，月租金人民币 38,410.65 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康德公司拥有该

租赁标的房屋的所有权。 

2015 年 1 月 30 日，蓝太平洋有限与康德公司续签了《写字楼租赁合同》，

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2 月 26 日，租期共 2 年，月租金 47,653.22

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2、2014 年 8 月，沃度信息与北京恒兴嘉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租用后者座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楼 A 座 4 层 0099 的房

屋，面积 10 平方米，租期自 2014 年 8 月 26 日志 2015 年 8 月 25 日，月租金 1000

元。 

3、2014 年 11 月 10 日，蓝太平洋有限与林胜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租用

后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道山路 219 号 3 号楼一层 18 号店面，面

积 32 平方米，租期自 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月租金 2,000 元，

按月支付。 

（八） 财产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根据蓝太平洋股份的说明，其财产不存在设置担保或者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对上述主要财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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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不存在重大法律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二、 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 

报告期内蓝太平洋股份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重大业务合同见本法律意见书

正文之“八、公司的业务-重大业务合同”部分。 

根据《审计报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股份应收账款余额 557.61

万元，其中 2 年以内（含 2 年）的应收账款 500.26 万元，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

47.35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71.38 万元。 

根据《审计报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股份应付账款余额 42.71

万元，其中超过一年的应付账款 13.24 万元。根据公司陈述及本所律师核查，截

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针对公司提起的追索债权的诉讼或仲裁。 

（二） 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 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股份其他应收款账

面余额为 227,865.30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其中金额较大的前五名见下表：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性质或内容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76,851.30 租房押金 

北京中物联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50,000.00 投标保证金 

朱庆 公司员工 35,672.00 员工备用金 

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2,092.00 投标保证金 

原平市实达中学 非关联方 20,000.00 投标保证金 

2、 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股份其他应付款账

面余额为 3,796.20 元，主要为未结算的员工报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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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的声明与承诺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现时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

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和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三、 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蓝太平洋有限设立以来，公司共发生过四次增

加注册资本，其中 2009 年 6 月、2011 年 11 月的 2 次增资包含知识产权（非专

利技术）出资，分别为 24 万元、280 万元，共计 304 万元，后经 2013 年 8 月的

减资程序全部减回。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七、公司股本及演变”部分。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 2013 年 8 与的减少注册资本外，自蓝太平

洋有限设立至今，公司无合并、分立、资产置换、重大资产剥离的行为。 

十四、 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代表股

份 1,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该次会议以出席会议发起人所持表决

权的 100%一致通过了《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已在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章程系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

引第三号——章程必备条款》（证监会[2013]3 号）以及《业务规则》的要求，

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的。 

该章程经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后，未进行过修改。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章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三号——章程必备条款》、《业务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与内容要求，并已履行法定的备案程序，该章

程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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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公司组织机构 

根据蓝太平洋股份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设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

治理结构及组织机构，其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公司法》及其它现行有关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管理制度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重大事项处

置权限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子

公司、分公司管理办法》。 

2015 年 2 月 5 日，蓝太平洋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总经

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子公司、分公司管理办法》。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议事规则及制度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业

务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的核查，自蓝太平洋股份召开创立大会以来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蓝太平洋股份共计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即创立大

会）、1 次董事会和 1 次监事会。以上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授权、表决均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执行，会议审议通过重大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内

部审批决策程序。综上，以上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程序、内容及签署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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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公司董监高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 现任董监高 

1、 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董事会 

曹帆 董事长 

王国良 董事 

张玲玲 董事 

尚永忠 董事 

郝建民 董事 

监事会 

毛亚东 监事会主席 

闫丽丽 非职工代表监事 

高伟 职工代表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曹帆 总经理 

王国良 副总经理 

马彬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 董事简历 

（1） 曹帆，男，197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1990 年 8 月至 1994 年 7 月在东南大学学习，获本科学位；1994 年 7 月至

1996 年 7 月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任工程师，1996 年 8 月至 2000 年 12 月在视算

电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任亚太技术中心经理，2001 年 1 月至 2005 年 12 月

在视算电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任渠道部经理、市场部经理；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11 月在视算电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任专业服务部总监；2009 年 12

月起在蓝太平洋有限任总经理，现任蓝太平洋股份董事长、总经理。 

（2） 王国良，男，1980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

士研究生学历，高级职称，通过国家计算机四级考试，持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资格认证证书，持有美国项目管理协会认证的 PMP 资格证书。1997年 9月至 2001

年 7 月，在安徽理工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7 月在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学习，获计算机技术工程硕士学位；2001 年至 2002 年在京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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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技术管理，2002 年至 2003 年 3 月在北京京同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任研发和项

目管理经理，2003 年 3 月起在蓝太平洋有限工作，现任蓝太平洋股份董事、副

总经理、技术总监。 

（3） 张玲玲，女，196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

究生学历，中欧工商管理学院 EMBA。1983 年至 1988 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学习，获学士学位，1988 年至 1990 年在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读研究生，2000

年至 2002 年在中欧工商学院读 EMBA；1990 年 9 月至 1996 年 12 月任美国

Tektronix 公司市场经理、销售经理，1997 年 4 月至 1998 年任美国 IBM 公司市

场经理，1998 年至 2002 年 3 月任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大中国区市场总监，200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美国 SGI 公司大中国区市场总监，2013 年至 2014 年任

加拿大 Alliance FreezeDry 公司副总经理。自 2015 年 2 月起任蓝太平洋股份董事。 

（4） 郝建民，男，1970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

学学历。1989 年 3 月至 1992 年 12 月在部队服役，1992 年 12 月至今任职于山西

原平磷化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2 月起任蓝太平洋股份董事。 

（5） 尚永忠，男，1971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1990 年 9 月至 1994 年 7 月在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学习，1994 年 7

月至 2005 年 7 月任职核工业第七研究设计院，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宁

波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一所副所长，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任荣安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12 年 2 月至今任宁波南方人和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副总建筑师。自 2015 年 2 月起任蓝太平洋股份董事。 

3、 监事简历 

（1） 毛亚东，男，1984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2004 年 9 月至 2008 年 7 月在武汉工程大学学习，获本科学历；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8 月在北京华胜鸣天科技有限公司任软件开发工程师，2009 年

10 月起任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经理。自 2015 年 2 月起任蓝太平洋股份监事会主

席。 

（2） 闫丽丽，女，1992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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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学历，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防灾科技学院学习；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2 月在北京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任出纳兼行政；2014 年 2 月起任有限公司财

务部出纳。自 2015 年 2 月起任蓝太平洋股份监事。 

（3） 高伟，男，1989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07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在天津大学学习；2011 年至 2012 年在天津华

信科技有限公司任研发工程师；2012 年至 2013 年在山东天公科技有限公司任研

发工程师；2013 年起在有限公司任研发工程师。自 2015 年 2 月起任蓝太平洋股

份职工代表监事。 

4、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曹帆，总经理，其简历见上文“董事简历”部分。 

（2） 王国良，副总经理，其简历见上文“董事简历”部分。 

（3） 马彬，女，1981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02 年 9 月至 2004 年 7 月，在华北电力大学学习；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1 月，在华北电力大学学习，获本科学历；2005 年 10 月至 2007 年 3 月在北

京恒通伟业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任出纳兼会计，2007 年 3 月至 2012 年 5 月在北京

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任会计，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2 月在北京嘉华通软科技

有限公司任会计主管，2014 年 3 月起任蓝太平洋有限财务经理。自 2015 年 2 月

起任蓝太平洋股份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5、 董监高的任职资格 

根据蓝太平洋股份全体董监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不得担任董监高

的法定情形。 

6、 董监高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蓝太平洋股份设立以来，董监高未发生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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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任核心技术人员 

1、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1 王国良 副总经理 

2 贾俊岭 高级工程师 

3 杨利娟 研发工程师 

2、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 

王国良，其简历见上文“董事简历”部分。 

贾俊岭，男，1976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91 年 9 月至 1994 年 7 月，在河南潢川师范学校学习；1994 年 8 月至 2002 年

8 月，在河南潢川二中任中学教师；2002 年 9 月至 2006 年 7 月，在中国地质大

学学习，获本科学位；2006 年 3 月至 2007 年 8 月，在北京旋极科技公司任 VC++

工程师；2007 年 9 月至 2010 年 7 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11 月，在北京镭射科技公司任 VC++工程师；2011 年 11 月起

任蓝太平洋有限高级工程师。 

杨利娟，女，1986 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9 月，任北京中和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10

年 9月至 2011年 7月，任北京千渡友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PHP程序员，2011 年

8月起任蓝太平洋有限 PHP研发工程师。 

十七、 公司的税务和政府补贴 

（一） 税务登记 

蓝太平洋股份持有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编号为京

税证字 110108718717510 号《税务登记证》。 

（二） 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蓝太平洋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沃度信

息目前主要执行的税种、税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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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适用主体 

增值税 按销售货物、应税劳务收入计征 17%、6% 

蓝太平洋股份 

沃度信息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计征 7%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计征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计征 2%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15% 蓝太平洋股份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沃度信息 

（三） 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主管税务机关的核准文件、《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

告期内享受以下税收优惠： 

1、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 

（1） 2011 年 12 月 29 日，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税务事项通知书》（海

国税批[2011]912414 号）：同意公司的软件产品“蓝太平洋网站诊断与监测系统

V2.5”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1 年 01 月 01 日起执行。 

（2） 2012 年 2 月 7 日，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税务事项通知书》（海

国税批[2012]901233 号），同意公司的软件产品“蓝太平洋网站内容管理系统

V1.0”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1 年 01 月 01 日起执行。 

（3） 2012 年 2 月 8 日，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税务事项通知书》（海

国税批[2012]901170 号）：同意公司的软件产品“蓝太平洋网站内容管理系统

V1.0”、“网站决策支持系统 V3.5”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1 年 01

月 01 日起执行。 

（4） 2013 年 5 月 15 日，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税务事项通知书》（海

国税批[2013]917016 号）：同意公司的软件产品“蓝太平洋舆情监测系统 V4.0”、

“蓝太平洋网站诊断与监测系统 V3.5”、“网站决策支持系统 V4.0”享受增值

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3 年 05 月 01 日起执行。 

（5） 2013 年 10 月 10 日，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税务事项通知书》（海

国税批[2013]920080 号）：同意公司的软件产品“蓝太平洋流媒体应用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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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3 年 10 月 01 日起执行。 

（6） 2014 年 4 月 4 日，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税务事项通知书》（海

国税批[2014]924064 号）：同意公司的软件产品“智能客户端应用生成系统 V1.0”、

“蓝太平洋内容校验系统 V1.0”享受即征即退的政策，自 2014 年 04 月 01 日起

执行。 

2、企业所得税优惠 

201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取得编号为 GR201011000783 号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有效期为 3 年。2013 年 11 月 11 日，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换

发了编号为 GF201311000335 号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28 条：“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

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该上述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

内（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蓝太平洋有限/蓝太平洋股份均适用 15%的企业所

得税率。 

（四） 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以

下政府补助：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值税即征即退 417,975.28 元 154,149.65 元 

（五） 其他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

知书》，蓝太平洋股份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该局未接

受行政处罚。 

十八、 公司的人员和社会保障情况 

（一） 公司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名册、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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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蓝太平洋有限共有员工 39 人。 

蓝太平洋股份与所有员工人均签订了劳动合同，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 

（二） 公司社会保障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蓝太平洋股份已为员工 34 人缴纳社会保险。另有 5 人

为 2014 年 4 季度新入职员工，其中 4 人在 2015 年内已完成社会保险手续，1 人

在社保手续尚未完成前已经离职。 

截至 2014 年 12 月，蓝太平洋股份已为员工 4 人缴纳住房公积金，其余 35

人未缴纳。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发现，蓝太平洋有限存在未依法为其部分员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的情形。蓝太平洋股份已承诺将依法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签署《承诺函》，承诺“其个人承担因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使

蓝太平洋股份遭受的全部损失以及产生的其他全部费用，且承担相关责任后不向

蓝太平洋股份追偿，保证蓝太平洋股份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依法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自股

份公司设立后已开始规范缴纳，其历史上存在的不规范情形可能导致的经济损失

将由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担，因此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九、 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公司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蓝太平

洋股份无任何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在报告期内，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注意到，蓝太平洋有限 2014 年 11 月 18 日被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

务局第五税务所罚款人民币 450 元，违法事实是 2012 年 8 月、2014 年 10 月分

别丢失已开具增值税发票 1 份，处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

三十六条。蓝太平洋股份已交纳该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丢失发票情节严重的，

应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蓝太平洋股份被罚款 450 元，不属于情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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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其所受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不构成本次挂牌的法律障碍。 

（二）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蓝太平洋股份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无任

何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在报告期内，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三） 董监高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董监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蓝

太平洋股份董监高无任何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在报告期内，未受到重大

行政处罚。 

二十、 推荐机构 

蓝太平洋股份已聘请东北证券作为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推荐公司在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经本所律师核查，东北证券已取得股转公司授予的主办券商推

荐业务资格，具备担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资质。 

二十一、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蓝太平洋股份符合《公司法》、《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条件。蓝太平洋股份本次挂牌尚需股转公司同意挂牌的

审查意见。 

结  尾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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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宝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蓝太平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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