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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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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影达文化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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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公司  指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系由影达

传媒有限 2014 年 8 月 13 日整体变更设立 

影达传媒有限  指 2009 年 1 月 19 日成立的上海影达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2011 年 9 月 9 日名称变更为上海影

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影达写实  指上海影达写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影达传媒

的全资子公司。2015 年 3 月 25 日前影达传媒持

股比例为 67.5%，自 2015 年 3 月 25 日起变更为

全资子公司。 

影达数字  指上海影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影达传媒的全

资子公司。 

影达静安分公司  指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 

硅谷久和  指浙江天堂硅谷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尼克领军  指共青城尼克领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同萃投资  指杭州同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数元启  指浙江华数元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挂牌  指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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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法律意见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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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现行有效的《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同信证券/主办券商  指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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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威评估  指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影达传媒有限

股份制改造的评估机构 

《股改审计报告》  指 2014 年 6 月 10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

报告》（编号：大华审字[2014]005964 号，审计

期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挂牌审计报告》  指 2015 年 3 月 27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

报告》（编号：大华审字[2015]003945 号，审计

期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三会一层  指影达传媒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

理人员的合称 

董监高  指影达传媒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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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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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已经法定程序合法有效地作出本次挂牌的决议。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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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相

关事宜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 股东大会已经法定程序合法有效地作出本次挂牌的决议。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该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9 人，代表股份 1,700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100%。会

议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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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第一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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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是由上海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达传媒有限”）依据

2014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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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13 日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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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2700141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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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影达传媒有限已通过 2012 年度工商年检；2013 年度年度报告已经报送并公示；

2014 年度报告尚未报送，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的报送期限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影达传媒不存在被吊销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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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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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据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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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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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是由影达传媒有限依据 2014年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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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13 日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于公司的设立方式，影达传媒的存续时间可以从

影达传媒有限成立之日起计算，即从 2009 年 1 月 19 日起计算，则影达传媒的存

续时间已经超过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经 2014 年 7 月 21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4]000326

号）验证，截至 2014 年 7 月 21 日止，影达传媒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注册资本（股

本）1,700 万元，均系以影达传媒有限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折股投入，

共计 1,7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影达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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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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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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7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挂牌审计

报告》以及公司的说明，影达传媒的主营业务为影视作品的原创与制作、广告设

计与制作、新媒体综合营销与应用。 

影达传媒具有从事主营业务所需的资质或许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影达传媒持有 1 部电影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13 部电影《摄制电影片许可证

（单片）》（均在有效期内），3 部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申请已获受理；影达传

媒持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可从事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可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发行业务，可以制作网络视听节目，有效期至 2017 年 4 月 1 日。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影达传媒 2013 年度、201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 170.08 万元、2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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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营业执照》、工商年检记录、年报公示记录以

及公司作出的声明与承诺等资料，影达传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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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针对影达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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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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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已依据《公司法》、《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指引，自设立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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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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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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子公司、

分公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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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机制评

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影达传媒三会一层运行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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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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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财务部门独立，大华会计师

针对影达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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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影达传媒的经营行为能够做到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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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发起人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叶进锋 930 54.71 

2 余慧玲 620 36.47 

3 戎 鹰 45 2.65 

4 孔文波 40 2.35 

5 杨智庆 30 1.76 

6 王晓彤 10 0.59 

7 朱  坚 10 0.59 

8 朱  伟 1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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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起人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9 潘华刚 5 0.29 

合计 - 1,700 100 

影达传媒有限股权及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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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对影

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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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股权结构明晰。 

影达传媒系由影达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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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截止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影达传媒未

发行过股票，不存在股票发行行为。 

2015 年 3 月，影达传媒向 4 个机构投资者、6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 740 万股普

通股（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二十一、重大期后事项：股票发行”部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尚未最后完成，还需发行对象缴付

认购资金余款、办理验资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手续。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票对象尚不具备影达传媒的股东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影达传媒现有股东均为股份

公司发起人，未发生过股票转让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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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0 月，影达传媒与同信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由同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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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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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法律意见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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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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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设立指影达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一） 公司设立的主体 

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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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设立时发起人符合《公司法》有关发起人人数和资格的规定。因此

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设立的主体合法。 

（二） 公司设立的方式及程序 

影达传媒是由影达传媒有限依据 2014年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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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的设立程序如下： 

1、 2014 年 6 月 1 日，影达传媒有限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公司类型由有限责

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以不高于公司

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 

2、 2014 年 6 月 1 日，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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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威评估进行审计和评估。 

3、 2014 年 6 月 10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股改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影达传媒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7,154,045.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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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4 年 6 月 12 日，申威评估出具编号为“沪申威评报字[2014]第 0326

号”的《上海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拟股份制改造涉及的资产和负债价值评估报

告》，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影达传媒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785.53 万元。 

5、 2014 年 6 月 12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

知书》（编号：沪工商注名预核字第 01201406120828），核准企业名称为“上海

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 2014 年 7 月 1 日，影达传媒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审议后

一致同意：影达传媒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

日，影达传媒有限全体股东共 9 人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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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4 年 7 月 10 日，发起人叶进锋、余慧玲、戎鹰、孔文波、杨智庆、

王晓彤、朱坚、朱伟、潘华刚共同签署了《上海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8、 2014 年 7 月 21 日，全体发起人叶进锋、余慧玲、戎鹰、孔文波、杨智

庆、王晓彤、朱坚、朱伟、潘华刚召开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代表股

份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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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折合成股份公司股

本，共计折合股本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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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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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通过了《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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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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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重

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9、 2014 年 7 月 21 日，影达传媒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谈龙娇为职

工代表监事。 



   影达传媒法律意见书 

12 

 

10、 2014 年 7 月 21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编号：大华验字[2014] 

000326 号），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7 月 21 日止，影达传媒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

注册资本（股本）1,700 万元，均系以影达传媒有限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止的

净资产折股投入，共计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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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014 年 7 月 31 日，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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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叶进锋为董事长，聘任朱坚为

董事会秘书，聘任叶进锋为总经理，聘任连耘为财务总监；审议通过《总经理工

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后经 2014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子公司、分公司管理办法》。 

12、 2014 年 7 月 31 日，影达传媒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

潘华刚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13、 2014 年 8 月 13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22700141296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由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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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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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10 日，9 名发起人共同签署了《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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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影达传媒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审议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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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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威评估进行审计和评估。 

大华会计师对影达传媒有限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期间的会

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股改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影达传媒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7,154,045.16 元；2014

年 6 月 12 日，申威评估出具了《上海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拟股份制改造涉及

的资产和负债价值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4]第 0326 号），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影达传媒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785.53 万元。 

2014 年 7 月 1 日，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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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影达传媒有限全体股东共 9 人作为股份

公司的发起人；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

本 1,7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共计 154,045.16 元计

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股本 1,700 万元不高于《资

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也不高于《审计报告》确定的审计值，符合法律规

定；由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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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21 日，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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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影达传媒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17,154,045.16 元和净资产评估值 17,855,275.56 元；同意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

净资产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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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

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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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13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22700141296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综上，发起人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作为对影达传媒的出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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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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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出资取得公司登记机关的核准。因此，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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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 月 12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编号：沪工商注名预核字第 01201406120828），核准企业名称为“上海影达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3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22700141296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依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履行了公司设立的相关核准程序。 

五、 公司的独立性 

（一） 业务独立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2015 年 3 月 27 日大华会计师出具的《挂牌审计

报告》以及公司的说明，影达传媒的主营业务为影视作品的原创与制作、广告设

计与制作、新媒体综合营销与应用。 

根据影达传媒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影达传媒

与关联方海宁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聚利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同业

竞争关系，已经通过向非关联方转让股权、注销公司的方式予以解决（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正文之“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部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进锋、余慧玲夫妇持有股权的企业均不从事影达传

媒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 

影达传媒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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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业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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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独立 

影达传媒由影达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影达传媒有限的全部资产均由变更

后的影达传媒承继。 

 根据大华会计师 2015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挂牌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影达传媒总资产为 30,234,996.06 元。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

存货（包括已拍摄制作完成的作品、拍摄制作中的作品、影视剧本、美术作品等）、

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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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资产独立完整。 

（三） 人员独立 

影达传媒董监高均依照《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产生。 

影达传媒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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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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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人员独立。 

（四） 机构独立 

影达传媒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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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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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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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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负

责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影达传媒办公场所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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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机构独立。 

（五） 财务独立 

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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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康定路支行开立了基本存款账户，同时开立

有普通存款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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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持有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国/地税沪字 310227684050534 号），独立进行纳税申报，独立纳税。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财务独立。 

六、 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 发起人 

影达传媒发起人为 9 人，分别是叶进锋、余慧玲、戎鹰、孔文波、杨智庆、

王晓彤、朱坚、朱伟、潘华刚。 

根据上述发起人的身份证明、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发起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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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起人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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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设立时，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影达传媒有限的出资比例对应的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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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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叶进锋 930 54.71 

2 余慧玲 620 36.47 

3 戎 鹰 45 2.65 

4 孔文波 40 2.35 

5 杨智庆 30 1.76 

6 王晓彤 10 0.59 

7 朱  坚 10 0.59 

8 朱  伟 10 0.59 

9 潘华刚 5 0.29 

合计 - 1,700 100 

（二） 现有股东 

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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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3 月，影达传媒向 4 个机构投资者、6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 740 万股普

通股（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二十一、重大期后事项：股票发行”部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尚未最后完成，还需发行对象缴付

认购资金余款、办理验资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手续。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票对象尚不具备影达传媒的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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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有限阶段，叶进锋、余慧玲夫妇合计持有影达传媒有限的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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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过 85%；股份公司设立后，叶进锋与股东余慧玲分别持有影达传媒 54.71%

和 36.47%的股份，合计 91.18%。 

股东叶进锋与股东余慧玲二人系夫妻关系，均出具承诺函确认各自名下股份

均为夫妻共同所有,不存在任何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以及个人财产确认的任何

协议和相关安排，并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叶进锋在影达传媒有限阶段一直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在影达传媒设

立后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一直负责公司的运营与管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叶进锋、余慧玲夫妇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五） 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均为叶进锋、余慧玲夫妇，未发生过变动。 

七、 公司股本及演变 

影达传媒系由影达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的设置与

演变应溯及影达传媒有限的成立及股权演变。 

（一） 影达传媒有限的成立及股权演变 

1、 2009 年 1 月 19 日影达传媒有限成立 

影达传媒有限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19 日，系叶进锋、余慧玲二名自然人共同

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影达传媒有限成立时注册资本 50 万元，实收资本 20

万元。叶进锋、余慧玲二人系夫妻关系。影达传媒有限设立程序如下： 

（1） 2008 年 12 月 4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编号“沪工商注名

预核字第 01200812040352 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企业名

称为“上海影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 2008 年 12 月 23 日，叶进锋和余慧玲共同签署了《上海影达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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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限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叶进锋、余慧玲分别认缴出资 3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60%）、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第一期分别实缴 12 万元、8 万元。 

（3） 2009 年 1 月 6 日，叶进锋、余慧玲分别以货币缴付出资 12 万元、8

万元。该出资经上海申信会计师事务所 2009 年 1 月 9 日出具《验资报告》（申信

验[2009]020 号）验证。 

（4） 2009 年 1 月 19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松江分局核准上海影达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获准登记，核发了注册号为第 310227001412967 号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影达传媒有限正式成立。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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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叶进锋 30 60% 12 60% 

2 余慧玲 20 40% 8 40% 

 合  计 50 100% 20 100% 

2、 2010 年 9 月 14 日影达传媒有限第一次增资 

本次变更包括注册资本自 50 万元增加至 300 万元，实收资本自 20 万元增加

至 300 万元。影达传媒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250 万元，股东叶进锋、余慧玲分别以

货币认缴 150 万元、100 万元；实收资本增加 280 万元，股东叶进锋、余慧玲分

别缴付 168 万元、112 万元。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0 年 9 月 2 日，影达传媒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

过如下决议：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增加到 300 万元；叶进锋认缴出资额由

30 万元增加到 180 万元，实缴出资额由 12 万元增加到 180 万元；余慧玲认缴出

资额由 20 万元增加到 120 万元，实缴出资额由 8 万元增加到 120 万元；通过章

程修正案。 

（2） 2010 年 9 月 2 日，叶进锋、余慧玲分别以货币缴付出资 168 万元、

112 万元。该出资经上海信捷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 9 月 3 日出具《验资报告》（信

捷会师字[2010]第 9N660 号）验证。 

（3） 2010 年 9 月 14 日，影达传媒有限办理完成本次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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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成后，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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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叶进锋 180 60% 180 60% 

2 余慧玲 120 40% 120 40% 

 合  计 300 100% 300 100% 

3、 2013 年 8 月 29 日影达传媒有限第二次增资 

本次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自 300 万元增加至 1,200 万元，股东叶

进锋认缴全部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3 年 8 月 26 日，影达传媒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一致表决通

过如下决议：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200 万元，由股东叶进锋追加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 900 万元；通过章程修正案。 

（2） 2013 年 8 月 28 日，叶进锋以货币缴付出资 900 万元。该出资经上海

海明会计师事务所 2013 年 8 月 28 日出具《验资报告》（沪海验内字[2013]第 1914

号）验证。 

（3） 2013 年 8 月 29 日，影达传媒有限办理完成本次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成后，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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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叶进锋 1,080 90% 1,080 90% 

2 余慧玲 120 10% 120 10% 

 合  计 1,200 100% 1,200 100% 

4、 2013 年 11 月 1 日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由股东叶进锋转让给戎鹰、孔文波、杨智庆、王晓彤、朱坚、

潘华刚、朱伟。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3 年 9 月 23 日，出让人叶进锋与全体受让人（包括戎鹰、孔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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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智庆、王晓彤、朱坚、潘华刚、朱伟）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

让人向各受让人分别转让 3.75%、3.33%、2.5%、0.83%、0.83%、0.41%、0.83%

的股权，转让价款等于转让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即 45 万元、40 万元、30 万元、

1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10 万元。 

（2） 2013 年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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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叶进锋分别转让给戎鹰、孔文波、杨智庆、王晓彤、朱坚、

潘华刚、朱伟 3.75%、3.33%、2.5%、0.83%、0.83%、0.41%、0.83%的股权；执

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不变；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3） 2013 年 11 月 1 日，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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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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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叶进锋 930 77.52% 930 77.52% 

2 余慧玲 120 10% 120 10% 

3 戎 鹰 45 3.75% 45 3.75% 

4 孔文波 40 3.33% 40 3.33% 

5 杨智庆 30 2.5% 30 2.5% 

6 王晓彤 10 0.83% 10 0.83% 

7 朱  坚 10 0.83% 10 0.83% 

8 朱  伟 10 0.83% 10 0.83% 

9 潘华刚 5 0.41% 5 0.41% 

 合  计 1,200 100% 1,200 100% 

本所律师经核查，工商登记档案中没有该次股权转让前的股东会决议，涉及

另一股东余慧玲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余慧玲出具书面承诺，确认知悉该

次股权转让，当时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并签署了章程修正案，承诺任何时候不以

优先购买权为理由对该次股权转让提出异议。 

5、 2013 年 11 月 19 日影达传媒有限第三次增资 

本次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自 1,200 万元增加至 1,700 万元，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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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慧玲认缴全部新增注册资本，并以电影《世博小达人》及电视纪录片《人民币》

著作权评估作价出资。本次变更履行了以下程序： 

（1） 2013 年 9 月 17 日，上海平正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影视著作权价值评

估报告》（平正评报字[2013]第 091 号），评估对象为余慧玲拥有的电影《世博小

达人》著作权（《作品登记证书》编号：沪作登字-2013-I-00101501 号）、电视纪

录片《人民币》著作权（《作品登记证书》编号：沪作登字-2013-I-00101500 号），

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9 月 8 日，评估结果为 533.48 万元。 

（2） 2013 年 10 月 8 日，影达传媒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本次增资前股东），

全体股东全部同意：股东余慧玲以 3D 电影《世博小达人》和专题纪录片《人民

币》版权以知识产权形式投资，作价人民币 5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33.48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3） 2013 年 10 月 8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余慧玲签署《投资协议》，约定

影达传媒有限接受余慧玲以 3D 电影《世博小达人》和专题纪录片《人民币》两

项影视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投入影达传媒有限，5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超过折

价的 33.48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4） 2013 年 10 月 8 日，影达传媒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本次增资后股东），

全体股东全部同意：股东余慧玲以 3D 电影《世博小达人》和专题纪录片《人民

币》版权以知识产权形式投资，作价人民币 5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33.48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不变；通过章程

修正案。 

（5） 2013 年 10 月 30 日，余慧玲与影达传媒有限在上海市版权局办理了

3D 电影《世博小达人》和专题纪录片《人民币》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备案，备案

证书编号分别为：沪著合备字-2013-0644 号、沪著合备字-2013-0643 号。该等证

书载明：合同性质为转让，转让人余慧玲，受让人影达传媒有限； 权利种类为

全部权利；合同期限为 2013 年 10 月 8 日至无期限；许可地域范围为全世界。 

（6） 2013 年 11 月 5 日，上海信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信捷

会师字[2013]第 Y18232 号），经审验，截至 2013 年 10 月 8 日止，影达传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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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到余慧玲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500 万元，出资方式

为无形资产。 

该《验资报告》在“验资事项说明”部分载明：余慧玲出资的著作权价值经

上海平正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平正评报字[2013]第 091 号），并经全体股东确认；

无形资产转移已经完成并已办理转移备案手续。 

（7） 2013 年 11 月 19 日，影达传媒有限办理完成本次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成后，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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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叶进锋 930 54.71% 930 54.71% 

2 余慧玲 620 36.47% 620 36.47% 

3 戎 鹰 45 2.65% 45 2.65% 

4 孔文波 40 2.35% 40 2.35% 

5 杨智庆 30 1.76% 30 1.76% 

6 王晓彤 10 0.59% 10 0.59% 

7 朱  坚 10 0.59% 10 0.59% 

8 朱  伟 10 0.59% 10 0.59% 

9 潘华刚 5 0.29% 5 0.29% 

 合  计 1,700 100% 1,700 100% 

（8） 关于作价出资著作权的权属 

2010 年 5 月 12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余慧玲签署了《关于合作拍摄电影“世

博小达人”的协议》。该协议约定：因影达传媒有限资金、人员的因素限制，双

方同意由余慧玲负责投资支付本项目拍摄的全部费用；影达传媒有限负责以公司

名义申请办理“摄制电影许可证”及“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影的著作权归实

际投资人余慧玲所有。 

余慧玲、影达传媒就专题纪录片《人民币》出具了书面《说明》。该《说明》

确认：专题纪录片《人民币》由余慧玲委托影达传媒有限拍摄，余慧玲负责投资

支付拍摄的全部费用，著作权归实际投资人余慧玲所有；因该片投资较小，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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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签署书面合同。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

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电影《世博小达人》与专题纪录片《人民币》作

为委托创作作品，按照著作权归属委托人的约定，其著作权人为委托人余慧玲。 

2013 年 9 月 5 日，电影《世博小达人》和电视纪录片《人民币》在上海市

版权局办理了作品登记，作品登记号分别为沪作登字-2013-I-00101501、沪作登

字-2013-I-00101500，登记著作权人为余慧玲。 

（9） 关于作价出资著作权的价值 

如上文所述，余慧玲出资的两部作品著作权价值履行了资产评估、验资、股

东会决议确认以及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的规定。 

影达传媒有限 2014 年 4 月 30 日会计报表未对该两部作品计提减值准备。大

华会计师《股改审计报告》对该期会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4 年 5 月 14 日，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证书）针对电影《世博小达人》和电视纪录片《人民币》分别出具了两份

《余慧玲个人所拥有的部分资产追溯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14]第 289 号、

沪众评报字[2014]第 290 号），评估值分别为 500 万元、33.48 万元，合计 533.48

万元。 

影达传媒 2014 年 7 月 31 日会计报表未对该两部作品计提减值准备。大华会

计师《挂牌审计报告》对报告期会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在审计过程中，

2014 年 8 月 1 日，影达传媒有限委托上海市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行业协会召开

了“电影《世博小达人》评估座谈会”，就《世博小达人》的商业化价值和发行

进行了讨论评估，大华会计师派员参加。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余慧玲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 500 万元已以电影《世博

小达人》和电视纪录片《人民币》著作权缴纳，程序合法，并已足额缴纳，不存

在出资不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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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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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达传媒设立之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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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21 日影达传媒《章程》与 2014 年 8 月 13 日登记机关核发的影

达传媒《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影视文化艺

术活动交流、策划，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投资管

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展览展示服务，

摄影摄像，自有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服装设计、租赁，办公用品、工艺礼品批发

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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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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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影达传媒有限成立以来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 

（1）影达传媒有限成立时的经营范围 

2009 年 1月 19 日影达传媒有限成立，其经营范围是：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

流、策划，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投资管理（除股

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

自有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服装设计、租赁，办公用品、工艺礼品批发零售【企业

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经营范围变更 

自影达传媒有限成立以来，经营范围发生过一次变更。2011 年 8月 26日，

影达传媒有限经营范围变更获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变更内容是增加了“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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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制作、发行”。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是：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

策划，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投资管理（除股权投

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自

有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服装设计、租赁，办公用品、工艺礼品批发零售。【企业

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二） 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2015 年 3 月 27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挂

牌审计报告》以及公司的说明，影达传媒的主营业务为影视作品的原创与制作、

广告设计与制作、新媒体综合营销与应用。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影达传媒 2013 年度、2014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 170.08 万元、2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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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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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开展主营业务，持有

以下有效的业务许可： 

1、 电影片（包括纪录电影）的摄制与发行 

（1） 《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片）》：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摄制电影片，

应办理电影剧本（梗概）备案，领取一次性《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片）》，有效

期限 2 年。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影达传媒持有 13 个《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

片）》（有效期内）；3 个剧本（梗概）备案申请已获受理。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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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号 

或收件编号 

影片名称 

或剧本名称 
有效期 备注 

沪影单证字【2011】

第 039 号 
《现场直播》 2011/9/29 2015/9/29 

有效期内/已完成

延期/后期制作 

沪影单证字【2012】

第 063号 
《志愿者日志》 2012/08/16 2014/08/16 

有效期外/已拍摄

完成后期制作 

沪影单证字【2013】

第 079 号 
《魔都奇谭》 2013/11/26 2015/11/26 有效期内/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4】

第 054 号 
《守护者传说》 2014/4/21 2016/4/20 有效期内/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4】

第 074 号 
《游戏大玩家》 2014/7/3 2016/7/2 有效期内/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4】

第 111 号 
《服装里的中国》 2014/8/20 2016/8/19 有效期内/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4】

第 115 号 
《达人开牌》 2014/9/11 2016/9/10 有效期内/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2】

第 093 号 
《长大成人 2013》 2012/12/17 2016/12/18 

有效期内/已完成

延期/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1】

第 050 号 
《偷心大战》 2011/11/11 2015/11/12 

有效期内/已完成

延期/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2】

第 026 号 

《布袋戏的前世今

生》 
2012/3/6 2016/3/7 

有效期内/已完成

延期/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2】

第 071 号 
《阿弟，你慢慢跑》 2012/10/9 2016/10/10 

有效期内/已完成

延期/未开机 

沪文广影视 

[2015]13 号 
《永贞传奇》 2014/7/6 2016/7/6 

有效期内/已完成

延期/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5】 

第 007 号 

《游戏达人秀》 

（数字） 
2015/1/16 2017/1/15 有效期内/未开机 

沪影单证字【2015】

第 519 
《紧闭空间》 2015/03/05 2017/03/05 有效期内/未开机 

收件编号

00201411853621 
《怪物首部曲》 / / 

2014/9/23 受理/未

开机 

收件编号 

00201511851020 

《行进中的中国》 

（数字） 
/ / 

2015/2/3受理/未开

机 

收件编号 

00201511851160 

《音乐里的中国》 

（数字） 
/ / 

2015/3/16 受理/未

开机 

（2） 《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影片依法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后方

可发行、放映。 

影达传媒持有 1 部电影《世博小达人》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证号：电

审数字【2011】第 2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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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需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其中：（a）

电视剧：制作电视剧除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外，还须完成电视

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发行播出电视剧须取得《电

视剧发行许可证》；（b）电视纪录片：制作电视纪录片只需持有《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即可，目前电视纪录片发行许可证制度尚未实行，发行播出无

需具备电视纪录片发行许可证。 

影达传媒于 2013 年 2 月 6 日办理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5 年 4 月 1 日；2015 年 2 月 13 日续办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4 月 1 日，可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业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未申请任何电视剧的拍摄制作备案

公示，不持有任何《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也未实际从事

电视剧的制作、发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通过接受投资的方式取得 1 部电视

纪录片《人民币》，可发行播出。 

3、 网络视听节目的制作与上网播出 

报告期内，影达传媒拍摄制制作了网络视听节目《达人开牌之德州扑克》，

并在爱奇艺网、芒果互联网电视平台、乐视网、优酷网/土豆网上播出。 

（1） 根据 2014 年 1 月 2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

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新广电发〔2014〕2 号），从事生

产制作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的机构，应依法取得广播影视行政部门颁

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如上文所述，影达传媒持有有效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可以

生产制作网络视听节目。 

（2） 从事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播出服务，应取得《信息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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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影达传媒不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不得从事网络视听节目

的播出服务，也未实际从事该业务。其网络视频节目《达人开牌之德州扑克》未

自行播出，而是通过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网站，包括爱奇艺

网、芒果互联网电视平台、乐视网、优酷网/土豆网播出。影达传媒与这些播出

网站之间的协议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八、公司的业务——重大业务合同”部

分。 

（3） 影达传媒不持有《娱乐经营许可证》，也未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

与比赛举办者之间的业务合作模式目前也没有禁止性的法律规定。 

根据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上海市文

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2013 年修正）、《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2010 年修正）、《上海市营业性棋牌室管理暂行规定》（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开办营业性棋牌室，即向公众提供棋牌娱乐活动的营利性场所，须申办

《娱乐经营许可证》。 

根据影达传媒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影达传媒在自行组织选手参赛的第一

个阶段（自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1 月），每场比赛参加选手不超过 9 人，选手

不需交纳任何费用，比赛与拍摄在影达传媒办公场所内进行，除向优胜者颁发奖

牌外，没有任何奖金或实物奖励。因此，此阶段的比赛完全是非营业性、非营利

性的，是纯粹的节目制作活动，不需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其拍摄制作凭《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即可。 

影达传媒在拍摄合作单位举办比赛的第二个阶段（自 2014 年 12 月至今），

合作单位上海坚果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果公司”）持有《娱乐经营

许可证》（编号：虹文娱棋 09-0258），经营范围为“棋牌室”。根据影达传媒与坚

果公司 2014 年 12 月 2 日签署的《协议书》以及影达传媒陈述的实际比赛举办情

况，双方合作的业务模式是：坚果公司是比赛的举办单位，负责赛事组织工作，

比赛的举办场地在坚果公司《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场所（即上海同心路 723

号 17 幢 110 市）；影达传媒是坚果公司举办比赛的拍摄单位，合作的内容是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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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提供拍摄、制作以及线上播放服务；坚果公司向选手收取门票，向优胜者颁发

奖牌及实物奖励；门票收入首先用于抵付双方费用，不论结余或亏损，均按各

50%的比例分配或承担。可见，影达传媒未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而是赛事的

服务提供者，其目的是拍摄制作网络视听节目。 

综上，坚果公司与影达传媒分别具有举办德州扑克比赛和拍摄、制作网络视

听节目的资质，二者之间的业务合作模式目前也没有禁止性的法律规定。 

（4） 与网络视听节目相关的德州扑克比赛不涉及赌博，影达传媒尽到了守

法提示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自 2005 年 5 月 13 日起施行）第九条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

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

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根据上文所述，影达传媒所拍摄

的德州扑克比赛不涉及赌博行为。 

影达传媒及其合作单位要求任何参赛选手签署《选手参赛保证书》，书面告

知选手“本次活动拒绝任何形式的赌博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向司法部门举报”。

因此，影达传媒尽到了不得赌博的守法提示义务。 

4、 广告设计制作 

根据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广告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只有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事业单位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

登记的单位从事广告业务，需要申领《广告经营许可证》。 

影达传媒不属于需要申领《广告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凭《营业执照》核定

的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即可从事广

告设计制作业务。 

5、 营业性演出及经纪业务 

影达传媒持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可从事经营性演出及经纪业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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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但影达传媒未实际从事经营性演出及经纪业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实际从事的所有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齐备，相关

业务合法合规。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广播电

视与网络视听处出具的证明，公司依法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不存

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存在相关的法律风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经核查影达传媒各类资质的历史续期记录，并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访

谈，影达传媒具备各类资质或许可要求的条件，到期时均能按时、按规定续期，

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影响。 

（四） 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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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主营业务属于“第一类 鼓励类”

范畴。 

类别 行业 子类 

第一类 鼓励类 

三十二、商务服务业 
7、广告创意、广告策划、广告设计、

广告制作 

三十六、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服务业 

9、广播影视制作、发行、交易、播映、

出版、衍生品开发 

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鼓励类产业。 

（五） 重大业务合同 

除本法律意见书其他部分披露的合同外，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签署

的重大合同如下： 

1、 剧本创作合同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编剧聘用合同书 蔡志伟 2013/1/10 
委托相对方担任《长大成

人》剧本撰稿策划 
10 

履行

完毕 

2 编剧聘用合同书 赵晶 2013/1/20 
委托相对方撰稿剧本《布袋

戏的前世今生》（2 集） 
8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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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3 

电视剧前期创作

终止合作协议书

（3） 

郑淑如 2013/2/1 

委托相对方承担电视剧《永

贞传奇》剧本的前期策划编

写 

25 
履行

完毕 

4 
电视剧前期创作

终止合作协议书 

上海坚刚

实业有限

公司 

2013/2/10 
委托相对方承担电影《长大

成人》剧本的前期策划开发 
48.5 

履行

完毕 

2、 联合投资拍摄合同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

元) 

履行

情况 

1 
联合投资拍摄《现

场直播》合约书 

东莞市旭坤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13/7/19 

与相对方共同投资

电影《现场直播》 
500 

正在

履行 

2 
联合投资拍摄《现

场直播》合约书 

广东汕头帝远传

媒有限公司 
2013/10/9 

与相对方共同投资

电影《现场直播》 
300 

正在

履行 

3、 影视作品摄制合同（标的额 20 万元以上）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聘用合同书 钱永健 2011/7/20 
聘请策划人、

导演 
50 

正在 

履行 

2 

《永贞传奇》

导演聘用合

同书 

钱永强 2012/8/10 聘请导演 150 
因未开机 

尚未履行 

3 
电影演出合

同 
吴要来 2013/9/18 

聘请艺员担任

演员 
50 

正在 

履行 

4 合同书 

华谊兄弟文化

经纪有限公司/

南京弛鹜文化

工作室 

未载明 
聘请艺员担任

演员 
80 

正在 

履行 

5 
影视剧演出

服务合同 

上海棋幻影视

文化工作室 

2013/未载

明日期 

聘请艺员担任

演员 
40 

正在 

履行 

6 
工作人员聘

用合同 
姚敏锜 2013/9 

聘任第一副导

演 
20 已终止 

7 
影视剧演出

服务合同 

浙江博纳影视

制作有限公司 
2013/9/18 

聘请艺员担任

演员 
30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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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8 

电影《现场直

播》战略合作

协议 

北京华杰新动

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2013/10/20 

聘请合同相对

方负责前期宣

传策划与影片

广告植入、招

商、咨询；聘

请联合制片人 

30 
正在 

履行 

9 

电影《现场直

播》演出合作

协议书 

石兆琪 2013/11/14 聘请演员 20 
正在 

履行 

10 
聘用演员合

同书 

北京紫薇星空

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2013/11/19 
聘请艺员担任

演员 
20 

正在 

履行 

11 
演员聘用合

同书 
何亚璇 2013/11/21 

聘请艺员担任

演员 
24 

正在 

履行 

4、 广告制作合同（标的额 20 万元以上）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企业宣传片

制作合同 

江阴澄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13/10/13 
拍摄制作企业宣传

片 
29 

履行 

完毕 

2 

2014 美国通

用电缆（中

国）经销商年

会服务合同 

上海圣傲广

告有限公司 
2014/3/7 会议服务 62.5 

履行 

完毕 

5、 其他服务合同（标的额 20 万元以上）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合同书 

北京中视创

新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2014/3/7 

中央电视台栏目综

合评价体系华东华

南地区的观众调查 

33.7 
履行 

完毕 

6、 网络视听节目《达人开牌之德州扑克》相关协议 

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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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名称 

合同 

相对方 

生效 

日期 

主要 

内容 

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视频合作协

议 

北京爱奇艺

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众源

网络有限公

司 

2014/7/25 

上网播出合作：授

权在“爱奇艺”网

及“PPS 网络电视”

播放“达人开牌之

德州扑克”节目（非

独家信息网络传播

权）；授权期限 1 年。 

双方均

无需向

对方支

付任何

费用。 

正在 

履行 

2 合作协议 

湖南快乐阳

光互动鱼类

传媒有限公

司 

2014/8/6 

上网播出合作：在

“芒果互联网电

视”平台上播出推

广“达人开牌之德

州扑克”节目（非

排他性渠道）；协议

有效期 1 年。 

各自承

担相关

的税费

和费用，

招商利

润分成

另议。 

正在 

履行 

3 合作协议 

乐视网信息

技术（北京）

股份有限公

司 

2014/8/21 

上网播出合作：联

合推广“达人开牌”

节目（非独家信息

网络传播权）；协议

有效期 1 年。 

免费提

供 

正在 

履行 

4 
优酷 PGC 计

划合作协议 

合一信息技

术（北京）有

限公司 

2014/11/6 

上网播出合作：在

“优酷网”、“土豆

网”上播出“达人

开牌之德州扑克”

节目（非独家信息

网络传播权）；授权

期限 5 年。 

约定招

商利润

分成比

例。 

正在 

履行 

5 协议书 
上海坚果文化

娱乐有限公司 
2014/12/2 

为坚果公司举办的

德州扑克比赛提供

拍摄、制作以及线上

播放服务。 

结余或亏

损均按各

50%的比

例分配或

承担 

正在 

履行 

6 文化合作协议 
上海域起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15/1/21 

约定由合同相对方

定制开发《达人开

牌》节目对应网络游

戏，并进行游戏运营

与渠道推广 

影达传媒

与相对方

按照 1:9

分享游戏

税后利润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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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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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影达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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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写实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影达写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登记机构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松江分局 

注册号 310117003098659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21 日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 425 弄 212 号 2039 室 

法定代表人 叶进锋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14 年 3 月 21 日至 2034 年 3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动漫设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舞美设计、制作，舞台灯光音响设计、制作、

安装及技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

理咨询，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计算机、数码科

技、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会展服务，文学创作，摄影摄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礼仪服务，影视服装、器材、道具租赁（除金融租赁），图文设计制

作（除网页），电子产品、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除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照明器材、机电设备、工艺礼品、办公

用品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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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影达写实的设立 

2014年3月21日，影达传媒有限、王晓彤、余慧玲共同设立“上海影达写实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影达写实”），分别认购注册资本比例为67.5%、22.5%

和10%。 

影达写实《章程》规定股东认缴出资缴付期限为2034年3月，目前不存在逾

期缴付的情形。 

影达写实设立时执行董事、经理为叶进锋，监事为王晓彤。 

（3）影达写实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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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0日，影达传媒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无

偿受让王晓彤和余慧玲持有的影达写实22.5%和10%的股权，无偿转让系因转让

时出让方王晓彤、余惠玲尚未实际缴付任何出资。2015年3月25日上述股权转让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次股权转让后，影达写实变更为影达传媒的全资子公司。 

2015年3月1日，影达传媒作出决定，委派叶进锋任影达写实执行董事，委派

王晓彤任影达写实监事，任命李渊任影达写实经理。 

2、影达数字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数字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影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登记机构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松江分局 

注册号 310117003195539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13 日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 425 弄 212 号 2393 室 

法定代表人 叶进锋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14 年 11 月 13 日至 2034 年 11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数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网络工程，游戏软件开发，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设计、制

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

像，自有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服装设计、租赁，办公用品、工艺礼品

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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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影达数字的设立 

2014年10月15日，影达传媒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同意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影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影达

数字”），影达数字注册资本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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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尚未对影达数字缴纳任何出资，影

达数字实收资本为0。影达数字《章程》规定股东认缴出资缴付期限为2034年11

月10日前，目前不存在逾期缴付的情形。 

影达写实设立时执行董事、经理为叶进锋，监事为潘华刚。 

（3）影达数字的变更 

2015年3月1日，影达传媒作出决定，委派叶进锋任影达数字执行董事，委派

潘华刚任影达数字监事，任命薛超斐任影达数字经理。 

（二） 分公司 

2013 年 3 月 18 日，影达传媒有限设立“上海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静安分

公司”，2014 年 8 月 21 日，名称变更为“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静安

分公司” （“影达静安分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静安分公司基

本情况如下： 

分公司名称 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 

登记机构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静安分局 

注册号 310106000248068 

成立日期 2013 年 3 月 18 日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 623 弄 85 号 1 幢 101 室 

负责人 叶进锋 

营业期限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

动策划（除经纪），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不含冲印），自有影视

器材租赁，影视服装设计、租赁，办公用品、工艺礼品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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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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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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叶进锋、余慧玲夫妇分别持有影达传媒 54.71%和 36.47%的股份，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除叶进锋、余慧玲外，影达传媒没有其他持股超过 5%

的股东。 

2、 子公司 

影达传媒设有全资子公司影达写实，持有其 100%的股权。影达写实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九、对外投资与分公司”部分。 

影达传媒设有全资子公司影达数字，持有其 100%的股权。影达写实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九、对外投资与分公司”部分。 

3、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或者自然人股东担任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海宁影达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①

 

2014 年 8 月 8 日前，

叶进锋、余慧玲分别

持有该公司 50%、

50%的股权；叶进锋

任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经理。 

影视文化艺术活动组织策划；艺术造

型、美术设计；影视道具与服装设计；

影视服装、道具及器材租赁；会议及展

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影视文化信息

咨询、摄影摄像服务；电影、电视剧剧

本策划、创作场景布置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艺人经纪服务

（营业性演出除外）。 

2 
福建维达电器 

有限公司 

叶进锋持有该公司

25%股权，并担任监

事。 

生产、销售高低压电瓷电器、灯具配件、

绝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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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3 
上海秋森商贸 

有限公司 

叶进锋持有该公司

50%股权，并担任监

事；执行董事、经理

叶进宝与叶进锋系兄

弟关系。 

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五金交

电、包装材料、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

料（易致毒及危险品除外）、制冷设备、

办公设备、通讯产品（不含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酒店用品、厨房设

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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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4 
上海聚利多媒体科

技有限公司
②

 

叶进锋持有该公司

15%的股权，并任执

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经理。 

多媒体、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计、

制作各类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电

脑图文（除网页）设计与制作，园林绿

化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网络工程，

景观设计，室内外装潢及设计，计算机

软硬件开发（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办公

设备、通信设备及配件、电脑及配件（除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文教

用品批发零售。 

5 
上海元隆投资有限

公司 

股东及监事戎鹰持有

该公司 40%的股权，

并任执行董事、法定

代表人。 

实业投资（除国家规定的金融业务外），

资产管理及财务经营管理咨询，商务咨

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除广告），五

金交电，百货销售，从事高科技项目投

资开发。 

注：①2014 年 8 月 8 日，海宁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叶进锋、余慧玲将持有的股

权全部转让给鲍旭旗、张法，叶进锋也不再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 

②该公司 2014 年 6 月 17 日已注销。 

4、董监高 

（1）董事：叶进锋、孔文波、杨智庆、王晓彤、朱坚 

（2）监事：潘华刚、戎鹰、谈龙娇 

（3）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叶进锋 

     副总经理：王晓彤 

     财务总监：连耘 

董事会秘书：朱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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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影达传媒《挂牌审计报告》、会计资料以及公司的说明，影达传媒与关

联方之间的往来款项余额如下： 

（1）应收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末，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进锋、余慧玲夫妇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 

报告期末，不存在应收其他关联方款项。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关联方名称 2014/12/31 2013/12/31 

其他应付款   

叶进锋 2,557,450.40 1,092,623.81 

余慧玲 1,569,400.00 79,700.00 

合 计 4,126,850.40 1,172,323.81 

上表中影达传媒应付叶进锋、余慧玲款项，均系股东代垫款。叶进锋、余慧

玲陈述并确认，该等代垫款项没有利息，没有固定还款期限。 

（3）与关联方之间的财产租赁 

2013 年 12 月 28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余慧玲签署《租车协议》，约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租用余慧玲宝马越野车 1 辆，月租金人民币

6,000 元。 

根据影达传媒《挂牌审计报告》及其承诺，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影达传媒无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三）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影达传媒有限整体变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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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根据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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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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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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四） 同业竞争 

关联方海宁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影达传媒存在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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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8 日，

海宁影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叶进锋、余慧玲将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鲍旭

旗、张法，叶进锋也不再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公司名

称不再使用字号“影达”。叶进锋、余慧玲承诺，股权受让人鲍旭旗、张法不是

影达传媒关联方。本所律师认为，通过向非关联方转让竞争公司的股权，上述同

业竞争问题已经解决。 

关联方上海聚利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与影达传媒存在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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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日已经注销，

该同业竞争问题已经解决。 

子公司影达写实设立时，影达传媒持股 67.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余慧玲持股 10%、股东并任职副总经理的王晓彤持股 22.5%。影达写实与影达传

媒存在相同、相似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关系。2015 年 3 月 25 日，影达传媒受

让了余惠玲、王晓彤持有的影达写实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现影达写实为

影达传媒的全资子公司，该同业竞争问题已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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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将不在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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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拥有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

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叶进锋、余慧玲夫妇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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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避免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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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 

十一、 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 土地、房产 

根据影达传媒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影达传媒目前不拥有任何土地使用

权和房屋。 

（二） 设备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影达传媒主要的固定资产为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

2014 年 12 月 31 日原值分别为 1,674,875.00 元和 10,849.00 元，净值分别为

1,272,107.95 元和 8,607.90 元。 

（三） 著作权 

1、 初始登记的作品 

根据影达传媒提供的 59 个《作品登记证书》及相关合同，影达传媒享有以

下 42 项作品的著作权（部分作品同时以文字和图案分别登记，统计作品数量时

合并为 1 项作品）： 

序

号 
作品登记号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别 

著作 

权人 
作者 登记日期 

1 
 沪作登字

-2014-F-00200263 
 《达人开牌平面》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陈文婵  2014-06-23 

2 
 沪作登字

-2014-F-00200262 
 《达人开牌三维》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陈文婵  2014-06-23 

3 
 沪作登字

-2014-A-00192237 
 《游戏大玩家》剧本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李文婷  2014-05-23 

4 
 沪作登字

-2013-A-00091506 

 我酷故我在——又名《校

园 Bang!Bang!Bang!》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叶进锋  2013-08-05 

5 
 沪作登字

-2013-A-00091505 

 “真实中国计划”记录片之

《布袋戏的前世今生》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谈龙娇  2013-08-05 

6 
 沪作登字

-2013-A-00091504 
 《长大成人》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叶进锋  2013-08-05 

7 
 沪作登字

-2013-A-00091503 
 《永贞传奇》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叶进锋  201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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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品登记号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别 

著作 

权人 
作者 登记日期 

8 
 沪作登字

-2013-A-00091502 
 《海上惊雷雨》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张来畇  2013-08-05 

9 
 沪作登字

-2013-A-00091501 
 《一天世界》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谈龙娇  2013-08-05 

10 
 沪作登字

-2013-A-00091500 
 现场直播 

文字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叶进锋  2013-08-05 

11 
 沪作登字

-2012-F-00055309 
 菜花男（平面）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林钰舒  2012-11-09 

12 
 沪作登字

-2012-F-00055310 
 花瓶女（平面）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林钰舒  2012-11-09 

13 
 沪作登字

-2012-F-00055311 
 菜花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林钰舒  2012-11-09 

14 
 沪作登字

-2012-F-00055312 
 花瓶女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林钰舒  2012-11-09 

15 
 沪作登字

-2012-F-00055313 
 菜花男与花瓶女 LOGO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林钰舒  2012-11-09 

16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1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金

牛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6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牛

皮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17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2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双

子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72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夹

心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18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3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狮

子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9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麦

芽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19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4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巨

蟹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75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

QQ 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0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5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处

女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70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口

香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1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6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天

秤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3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水

果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2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7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天

蝎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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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品登记号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别 

著作 

权人 
作者 登记日期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4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棒

棒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3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8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射

手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1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跳

跳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4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59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摩

蝎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71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坚

果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5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60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水

瓶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1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73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薄

荷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6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61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双

鱼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5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泡

泡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7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62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白

羊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8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棉

花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8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63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蛇

夫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74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白

砂糖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29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64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咪

乌 

 美术作

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7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咪

乌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30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65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宿

达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沪作登字

-2012-F-00028366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宿达

STAR 星座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08 

31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58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主

教大神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0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主

教大神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32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59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甜

甜圈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沪作登字

-2012-F-00030762 

 宿达 STAR 星座家族之甜

甜圈符号 

美术 

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程铭  201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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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品登记号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别 

著作 

权人 
作者 登记日期 

33 
 沪作登字

-2012-I-00001602 
 海上印象（第一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24 

34 
 沪作登字

-2012-I-00001601 
 海上印象（第二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24 

35 
 沪作登字

-2012-I-00001603 
 海上印象（第三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31 

36 
 沪作登字

-2012-I-00001600 
 海上印象（第四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24 

37 
 沪作登字

-2012-I-00001599 
 海上印象（第五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24 

38 
 沪作登字

-2012-I-00001598 
 海上印象（第六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31 

39 
 沪作登字

-2012-I-00001605 
 海上印象（第七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31 

40 
 沪作登字

-2012-I-00001604 
 海上印象（第八集）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31 

41 
 沪作登字

-2012-A-00001456 

 《保姆来了》故事创意大

纲 

 文字作

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叶进锋  2012-05-21 

42 
 沪作登字

-2012-I-00001232 
 艺术家张洹 

 类似摄

制电影

方法创

作作品 

 影达传

媒有限 

 影达传

媒有限 
 2012-05-09 

2、 接受投资取得的作品 

根据影达传媒提供的《著作权合同备案证书》及相关合同，影达传媒享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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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 项作品的著作权： 

序

号 

著作权合同 

备案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转让人

*
 受让人 备案日期 

1 
 沪作登字

-2013-I-00101501 

《世博 

小达人》 

电影和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作品 
余慧玲 

影达 

有限 
 2013-09-05 

2 
 沪作登字

-2013-I-00101500 
 《人民币》 

电影和类似摄制电

影方法创作作品 
余慧玲 

影达 

有限 
 2013-09-05 

注*：转让人余慧玲系将电影《世博小达人》与电视纪录片《人民币》作价出资给影达

传媒有限，并办理了财产转移手续，著作权人已经变更为影达传媒有限。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正文之“七、公司股本及演变-影达传媒有限的成立及股权演变”部分。 

（四） 注册商标及商标申请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申请号 
类别 

权利人/ 

申请人 

权利期限/ 

申请日期 

1 
 

8008386 41 影达传媒有限 
2011/9/7- 

2021/9/6 

2 
 

7860783 25 影达传媒有限 
2011/4/21- 

2021/4/20 

3 
 

7399999 25 影达传媒有限 
2010/10/14- 

2020/10/13 

4 达人开牌 14700057 28 影达传媒有限 2014/5/12 

5 达人开牌 14700091 41 影达传媒有限 2014/5/12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影达传媒有限已就上述著作权、

商标专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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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

传媒有限，鉴于股份公司系影达传媒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原影达传媒有限资产全

部由股份公司承继，故上述证书权利人登记为影达传媒有限并不影响资产权属。 

（五） 财产租赁情况 

1、2008 年 12 月 23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上海富民仓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民公司”）签订《租房合同》。该合同约定，富民公司将位于上海市松

江区永丰街道玉树路 269 号 5 号楼 2108 室 30 平方米的房屋及配套场地交付影达

传媒有限使用，至 2028 年 12 月 22 日收回，租期共 10 年，月租金 1,200 元。 

富民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不持有出租房屋所有权证，但松江区人民政府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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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街道办事处城市建设管理科出具《房屋产权证明》，证明该房屋可作为生产经

营用房使用。 

根据 2014 年 7 月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出具的《关于公司登记住所情况

的证明》，影达传媒作为落户该产业园的企业，只要正常经营并按时纳税，即享

受免除收取房屋租金至租房合同结束的优惠政策。 

2、 2013 年 6 月 8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上海服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静安分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服装公司”）签订《租房合同》。该合同约定，上海服装公

司将坐落在上海市万航渡路 623 弄 85 号壹幢 101、103 室 275 平方米房屋租赁给

影达传媒有限使用，租赁期为 1 年，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月租金 14,600 元，每 2 月支付一次。 

2014 年 4 月 29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上海服装公司签署《协议》，约定续租 3

个月，租金不变。 

2014 年 9 月 10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上海服装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该合同约定租期 9 个月，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月租金 19,000

元，每 2 月支付一次。 

该出租房屋所有权人为上海服装厂。2009 年 7 月 30 日，上海服装厂出具《证

明》，载明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将万航渡路 623 弄 85 号长期租赁给上海服装公

司出租管理。因此，上海服装公司转租合法、有效。 

3、2014 年 3 月 10 日，叶进峰代表影达写实与上海仓城文化创意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租房合同》。该合同约定，影达写实租用后者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富永

路 425 弄 212 号 2039 室 30 平方米的房屋；租期 20 年；无偿提供，免费使用。 

同日，松江区人民政府永丰街道办事处城市建设管理科出具《房屋产权证明》

（供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用），证明该房屋是商业用房，房屋产权属上海仓城文化

创意发展有限公司；该房屋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可作为生产经营用房使用。 

4、2014 年 11 月 11 日，影达数字与上海仓城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租

房合同》。该合同约定，影达数字租用后者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 425 弄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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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393 室 30 平方米的房屋；租期 20 年；无偿提供，免费使用。该房屋的产权

情况与影达写实租用房屋相同。 

4、2013 年 12 月 28 日，影达传媒有限与余慧玲签署《租车协议》，约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租用余慧玲宝马越野车 1 辆，月租金人

民币 6,000 元。 

（六） 财产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根据影达传媒的说明，其财产不存在被设置担保或者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对上述主要财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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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影达传媒正在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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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应收账款余额 60.54 万元， 

账龄均在 2 年以内（含 2 年）。 

根据《审计报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影达传媒应付账款余额 121.40 万元，

其中超过一年的应付账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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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 其他应收款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影达传媒其他应收款账面

余额为 34.65 万元，其中备用金 33.42 万元，押金 1.23 万元，无持本公司 5％以

上（含 5％）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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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应付款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影达传媒其他应付款账面

余额为 412.84 万元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名称/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2014/12/31 性质或内容 

叶进锋 关联方 2,557,450.40 股东代垫款 

余慧玲 关联方 1,569,400.00 股东代垫款 

其他 非关联方 1,556.00 其他 

合计 — 4,128,40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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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影达传媒有限设立以来，公司共发生过三次增

加注册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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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影达传媒有限设立至今，公司无合并、分立、

减少注册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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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21日，影达传媒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代表股份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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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已在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备案。 

2015 年 3 月 27 日，影达传媒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增加了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必备条款。该修改

后的《章程》于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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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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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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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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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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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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21 日，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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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

法》、《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14 年 10 月 15 日，影

达传媒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2014 年 7 月 31 日，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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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的核查，自 2014 年 8 月股份公司设立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影达传媒共计召开了 4 次股东大会、5 次董事会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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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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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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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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进锋 董事长 

孔文波 董事 

杨智庆 董事 

王晓彤 董事 

朱坚 董事 

监事会 

潘华刚 监事会主席 

戎鹰 非职工代表监事 

谈龙娇 职工代表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叶进锋 总经理 

王晓彤 副总经理 

连耘 财务总监 

朱坚 董事会秘书 

2、 董监高简历 

（1） 叶进锋先生，1977 年 5 月 7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

学学历。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 月于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部任职；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1 月年任上海明人广告策划工作室总经理；2009 年 1 月设立影达传

媒有限，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自 2014 年 8 月起至今担任影达

传媒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 孔文波先生，1976 年 10 月 8 日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影达传媒法律意见书 

52 

 

先后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导）演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新加坡南洋艺术

学院编导专业。2002 年至 2006 年为影视行业自由职业者；2006 年至 2009 年任

上海乾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10 年至 2014 年任上海海象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 7 月至今任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制作

总监。自 2014 年 8 月起任影达传媒董事。 

（3） 杨智庆先生，1960 年 8 月 9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国

家二级厨师。2002 年至 2006 年自营饭店；2006 年至今为影视行业自由职业者，

期间参加纪录片《视觉上海》拍摄工作。自 2014 年 8 月起任影达传媒董事。 

（4） 王晓彤先生，1967 年 10 月 20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制作专业。1990 年至 2003 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

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独立制片人；2003 年至 2009 年为自由职业者；2010 年至 2013

年任北京中视创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片顾问；自 2013 年至今任影达传媒有限

副总经理，自 2014 年 8 月起任影达传媒董事。 

（5） 朱坚先生，1955 年 10 月 29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

业于上海电视大学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专业、高级经济师。1979 年 5 月至 1997 年

10 月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后改制为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供销科长、办公

室主任，参与了公司改制上市工作；1997 年 10 月至 2007 年 2 月担任上海金南

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 年 2 月至 2012 年 6 月担任上海顺优超高压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影达传媒有限副总经理，

自 2014 年 8 月起任影达传媒董事、董事会秘书。 

（6） 潘华刚先生，1953 年 8 月 11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

业于上海电视大学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专业。1977 年至 2006 年任上海华山五金厂

厂长；2006 年至 2009 年任上影集团《视觉上海》工作室执行制片；2009 年至今

任影达传媒有限/影达传媒行政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监。自 2014 年 8 月起任影达传

媒监事会主席。 

（7） 戎鹰先生，1972 年 10 月 30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

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室内设计专业，注册建筑师。1995 年至 2002 年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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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任建筑设计师；2002 年至今任上海东亚联合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先后担任建筑设计师、建筑室主任。自 2014 年 8 月起任影达传媒监事。 

（8） 谈龙娇女士，1988 年 8 月 25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

业于上海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08 年至 2009 年任《视觉上海》工作室采编；

2009 年至今任影达传媒有限/影达传媒文学创作部经理。自 2014 年 8 月起任影达

传媒监事。 

（9） 连耘先生，1986 年 1 月 13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

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会计学专业。2008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上海上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师；自 2014 年 7 月至今任影达传媒有限/影达传媒公司财务

总监。 

3、 董监高的任职资格 

根据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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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董监高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影达传媒设立以来，董监高未发生过变化。  

（二） 现任核心技术人员 

1、任职情况 

序号 姓  名 职  务 

1 叶进锋 董事长兼总经理 

2 王晓彤 董事兼副总经理 

3 张来畇 总编剧 

2、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 

叶进锋先生、王晓彤先生简历请见上文“现任董监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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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来畇先生，1950 年 2 月 23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6 年至 2007 年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历任副总经理、公司主管。

自 2011 年至今任影达传媒有限/影达传媒第一主编。 

十七、 公司的税务和政府补贴 

（一） 税务登记 

影达传媒持有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编号为国/地税

沪字 310227684050534 号《税务登记证》。 

（二） 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影达传媒及其子公司目前主要执

行的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应税收入计征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计征 1%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计征 3% 

地方教育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计征 2% 

企业所得税（影达传媒）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企业所得税（影达写实）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企业所得税（影达数字）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三） 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挂牌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税收优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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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2014

年度享受政府补助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60,000 元、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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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产业园区发展扶持金 60,000.00 30,000.00 

合计 60,000.00 30,000.00 

（五） 其他 

根据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松江区分局出具的《涉税

事项调查证明材料》，影达传媒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期间未发

现有受到我局税务行政处罚的信息。因此,影达传媒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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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影达传媒共有员工 29 人，其中 4 人为退休返聘

人员，2 人为劳务关系，2 人为大学在校实习生。 

除退休返聘人员 4 人、大学在校实习生 2 人外，影达传媒与 21 人签订了劳

动合同，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公司聘请陈骞为艺术顾问，聘请钱永健为导演，

与 2 人分别签订了《聘用合同书》。 

（二） 公司社会保障情况 

截至 2015 年 3 月，影达传媒已为员工 14 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其

余 15 人未缴纳的原因为：4 名退休返聘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后依法无需继续缴纳； 

7 名新进入职员工正在为其办理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手续；2 名劳务关系人员

和 2 名大学在校实习生无需缴纳。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发现，影达传媒有限在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前的报告

期内，存在未依法为其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鉴于影达传

媒设立后已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且影达传媒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已经签署《承诺函》，承诺“其个人承担因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使影

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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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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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追偿，保证影达传媒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的社

会保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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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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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

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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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 2014 年度发生滞纳金 676.08 元，均为上海市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征收滞纳金。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滞纳金属于费用征收行为，

不属于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和本次挂牌的法律障碍。 

除此之外，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

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松江区分局、上海市松江区环境保护局

等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公司的声明与承诺，影达传媒最近 24 个

月不存其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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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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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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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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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推荐机构 

影达传媒已聘请同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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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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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期后事项: 股票发行 

2015 年 2 月，影达传媒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增

资扩股的议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已与 4 个机构投资者、6

名自然人签署增资协议，合计发行 740 万股，发行价格 1.764 元/股，募集资金

13,058,823 元，已收到认购资金人民币 200 万元。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尚未最后完

成，还需发行对象缴付认购资金余款、办理验资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手续。

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股票对象尚不具备影达传媒的股东资

格。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1 月 20 日，影达传媒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批准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并决议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5 年 2 月 10 日，影达传媒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批准影达传媒发行股票并增资。经审

查，上述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经核查，影达传媒本次股票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且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

过 200 人，不属于公开发行，不需要按照《证券法》、《业务规则》报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所要求的批准和授权，并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二） 本次发行股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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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姓名 性质 发行股数 持股比例 募集资金(元） 

1 
浙江天堂硅谷久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3,060,000 12.5410% 5,400,000 

2 
共青城尼克领军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1,133,333 4.6448% 2,000,000 

3 
杭州同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1,133,333 4.6448% 2,000,000 

4 
浙江华数元启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566,667 2.3224% 1,000,000 

5 褚晓冬 自然人 566,667 2.3224% 1,000,000 

6 李明 自然人 340,000 1.3934% 600,000 

7 薛超斐 自然人（员工） 200,000 0.8197% 352,941 

8 连耘 自然人（员工） 200,000 0.8197% 352,941 

9 谈龙娇 自然人（员工） 150,000 0.6148% 264,706 

10 罗昊 自然人（员工） 50,000 0.2049% 88,235 

 
合计 

 
7,400,000 30.3279% 13,058,823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影达传媒股本结构将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叶进锋 9,300,000 38.1148% 

2 余慧玲 6,200,000 25.4098% 

3 
浙江天堂硅谷久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60,000 12.5410% 

4 
共青城尼克领军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3,333 4.6448% 

5 
杭州同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33,333 4.6448% 

6 
浙江华数元启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66,667 2.3224% 

7 褚晓冬 566,667 2.3224% 

8 戎鹰 450,000 1.8443% 

9 孔文波 400,000 1.6393% 

10 李明 340,000 1.3934% 

11 杨智庆 300,000 1.2295% 

12 薛超斐 200,000 0.8197% 

13 连耘 200,000 0.8197% 

14 谈龙娇 150,000 0.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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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5 王晓彤 100,000 0.4098% 

16 朱坚 100,000 0.4098% 

17 朱伟 100,000 0.4098% 

18 潘华刚 50,000 0.2049% 

19 罗昊 50,000 0.2049% 

 
合计 24,400,000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影达传媒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 机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 浙江天堂硅谷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浙江天堂硅谷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杭州市文三路 369 号 110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天堂硅谷鲲鹏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李锦） 

公司类型/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1 年 8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21 年 8 月 22 日 

（2） 共青城尼克领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共青城尼克领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 408-54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尼克投资管理俱乐部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永飞）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商务信息咨询。（上述经营

范围不含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禁止

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5 日 

营业期限 2035 年 1 月 4 日 

（3） 杭州同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杭州同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2 号 17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拔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孙新荣）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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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期货）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25 年 3 月 5 日 

（4） 浙江华数元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浙江华数元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 12 号楼 4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华数文化传媒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郭海涛）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12 月 30 日 

2、 自然人发行对象情况 

序号 姓名 国籍 身份证号 备注 

1 李明 中国 33010519821229****  

2 褚晓冬 中国 33052119691222****  

3 薛超斐 中国 31010719880714**** 市场部经理 

4 连耘 中国 31010319860113**** 财务总监 

5 谈龙娇 中国 31010519880825**** 创作部经理 

6 罗昊 中国 31010819861020**** 创作部经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尚不是非上市公众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对象不适用《业务规则》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有关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

规定，可以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要求。但影达传媒本次发行股票应在正式

挂牌前完成，如发行对象不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则在挂牌后只

能买卖持有或曾持有的挂牌公司股票。 

（三） 本次发行股票的法律文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及全体股东分别与 10 名发行对象签署

了增资协议，约定了发行价格、认购股数、资金到位时间等条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的增资协议符合《公司法》、《合同法》，合

法有效。 

（四） 本次发行股票的合法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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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发行股票已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并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本次股票发行经影达传媒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详见前文），已经完成《公

司法》、公司《章程》要求的内部批准程序。 

影达传媒本次股票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且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不属于公开发行，不需要按照《证券法》、《业务规则》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准。 

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所要求的批准和授权，并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2、 本次发行股票对象不受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限制，可以认购本次发行的

股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影达传媒尚不是非上市公众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对象不适用《业务规则》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有关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

规定，可以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要求。但影达传媒本次发行股票应在正式

挂牌前完成，如发行对象不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则在挂牌后只

能买卖持有或曾持有的挂牌公司股票。本次发行股票对象情况，详见前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 

3、 本次发行股票保障了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

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现有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现有股东叶进峰、

余慧玲、戎鹰、孔文波、杨智庆、王晓彤、朱坚、朱伟、潘华刚均放弃优先认购

权，并签署了书面《承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

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利。  

4、 本次股票发行的法律文件符合《公司法》与《合同法》，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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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及全体股东分别与 10 名发行对象签署了增资协议。其中本次发行

股票认购价格系各方协商确定，增发的股票已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

发行股票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这些法律文件系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签署，不存在损

害公司、本次发行前原有股东及发行对象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合

同法》、《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5、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尚未最后完成，还需发行对象

缴付认购资金余款、办理验资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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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影达传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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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达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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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影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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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