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 40 号楼 C 座 40-3,4—5 层 

F4-5，C40-3 Building 40, XingFuErCun,Chao Yang District, Beijing 

邮编/Zip Code:100027 电话/Tel:86-010-50867666 传真/Fax:86-010-50867998 

电子邮箱/E-mail：kangda@kangdalawyers.com 

 

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沈阳南京杭州海口菏泽成都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康达法意字 2016 第 0191-1 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mailto:kangda@kangdalawyers.com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康达法意字 2016 第 0191-1 号 

致：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功之道”或“公司”）

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

成功之道委托担任其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顾问。本所于

2016年 9 月 27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关于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

师对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律师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

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已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

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

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3、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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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4、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法律意见》中的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5、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问题“关于历史沿革 

请公司补充披露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包

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基础上，本所律师核

查了公司股权历次变动相应的银行流水记录、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公司提供工

商档案，现对公司股权历次变动的时间、变动事项、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补充说明

如下： 

1、2015年7月第一次增资 

2015年7月26日，成功之道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如下决议，增加“张亚蔚、齐娅

莉、徐萍、马春树、徐登高、施林琳、唐澍明、姜文浩、赵照、卫捷、马铁蕾、卢琳、

张薇、欧阳林敏、宋海红、张浩、潘辉、卢梅艳、翁学东、纪桂萍、张冬梅、陆杰、曾

琴、何胜昔、梁宜松、金月茹、兰天红、潘红斌、孙树亮、姜学民、冯若燕、吴贻强、

曾海波、朱奇志、张秀芳、王德智、杨晓军、宫肃康”为新股东，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43万元。本次增加的43万元注册资本由 38 位新股东以现金 1,200 万元现金认购。” 

本次股权变动的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姓名 

认缴注

册资本

（万元） 

资金来源 汇款方 金额（元） 汇款日期 备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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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姜文浩 3.94 
自有资金（部

分） 

本人、

张冉 
1,100,000 

2015年 7月

26日、 

2015年 7月

30日、 

2015年 7月

31日 

2015年 7 月 26日，本人汇入

200,000； 

2015年 7 月 31日，本人汇入

600,000； 

2015年 7 月 30日，委托张冉

汇入 300,000 

（姜文浩股东入资款委托张

冉汇入） 

2 马春树 2.15 自有资金 张冉 6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马春树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3 卢琳 2.15 自有资金 张冉 6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卢琳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汇

入 

4 宋海红 2.15 自有资金 本人 6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5 潘辉 2.15 自有资金 本人 6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6 孙树亮 2.15 自有资金 本人 6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7 唐澍明 1.43 自有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唐澍明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8 张浩 1.43 自有资金 本人 400,000 
2015年 7月

26日 
- 

9 卢梅艳 1.43 自有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卢梅艳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10 何胜昔 1.43 自有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何胜昔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11 金月茹 1.43 自有资金 张冉 4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金月茹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12 张秀芳 1.43 自有资金 本人 4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13 宫肃康 1.43 自有资金 本人 400,000 
2015年 7月

28日 
- 

14 赵照 1.08 自有资金 本人 300,000 
2015年 7月

25日 
- 

15 张亚蔚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张亚蔚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16 齐娅莉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17 徐萍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徐萍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18 徐登高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徐登高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19 施林琳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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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卫捷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卫捷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21 马铁蕾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6日 
- 

22 张薇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5日 
- 

23 
欧阳林

敏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欧阳林敏股东入资款委托张

冉汇入 

24 翁学东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翁学东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25 纪桂萍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6日 
- 

26 张冬梅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27 陆杰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28 曾琴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29 梁宜松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梁宜松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30 兰天红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31 潘红斌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32 姜学民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姜学民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33 冯若燕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冯若燕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34 吴贻强 0.72 自有资金 张冉 200,000 
2015年 7月

30日 

吴贻强股东入资款委托张冉

汇入 

35 曾海波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8日 
- 

36 朱奇志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6日 
- 

37 王德智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38 杨晓军 0.72 自有资金 本人 200,000 
2015年 7月

27日 
- 

合计 43.00 - - 12,000,000 - -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资存在委托实际控制人张冉代付增资款的情况。经本所律

师核查，全部增资款1,200万中共有510万由17名股东委托张冉汇入公司账户的。在成功

之道有限就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召开股东会并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之前，共有上述17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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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定价格将投资款汇入张冉的账户中，并委托张冉代其向公司出资。经本所律师核

查张冉的银行账户，除股东马春树的增资款60万元是由妻子苏慧于2016年6月19日汇入

外，张冉银行账户中显示其收到的股东增资款账户姓名、增资金额能够与7月30日其代

付汇入公司账户的金额一一对应。 

综上，公司此次增资款项来源是自有资金，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

在纠纷。 

2、2015年 12月，第二次增资至 158.95万元及股权转让 

（1）2015年12月26日，成功之道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158.95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由蔡守平和姜文浩以现金1,000万元认购本次增资。 

本次股权变动的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价款支

付  
支付时间 汇款方 

1 蔡守平 900 自有资金 900万 2015年 12月 31日 本人 

2 姜文浩 100 自有资金 100万 2015年 12月 31日 本人 

公司股东的历次投资资金来源均是自有资金，增资或转让价款均已按照增资协议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期缴足，不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以及潜在纠纷。 

（2）2015年12月26日，成功之道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翁学东将全部股权以0.7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峰，施林琳将全部股权0.72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喜芳，吴贻强将全

部0.72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姜文浩，张磊将所持8.9%股权14.1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冉”。 

本次股权变动的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如下： 

序

号 
转让事项 

股权转让款金

额（万元） 
支付情况 

1 翁学东全部股权转让给王峰 20.00 已经实际支付 

2 吴贻强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姜文浩 20.00 已经实际支付 

3 张磊将所持 8.9%的股权转让给张冉 14.15 已经实际支付 

4 施林琳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张喜芳 - 
因施林琳与张喜芳系夫妻，本

次股权转让款未实际支付 

经本所律师核查银行流水，并对上述股权转让双方进行访谈，本次股权变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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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的情形。 

二、反馈问题“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

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

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

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报告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间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如下： 

（1）关联方资金拆借 

①根据成功之道有限与融亨投资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成功之道有限向融亨投

资提供借款 1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6年 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止，月

利率为千分之八。目前该笔借款已经归还。 

②根据成功之道有限与北京润衡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成功之道

向北京润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借款 200,000 元的无息借款，借款期限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6年 9月 1日止。目前该笔借款已经归还。 

（2）关联方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 2016年 5 月 31日，成功之道有限及其

子公司的关联方应收款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 2016/5/31 2015/12/31 2014/12/31 

张冉 4,261,582.81 4,149,676.00 6,250,872.22 

张磊 3,256,008.73 4,486,106.32 5,759,873.15 

成功之道（北京）顾问有

限公司 
605,877.75 605,877.75 1,495,700.71 

北京中财智库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616,189.64 616,189.64 791,856.23 

深圳凯途伟业文化传播 - 2,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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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北京润衡会计师事务 200,000.00 - - 

 

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入账凭证，上述关联方应收款已经全部归还成功之道股份。 

2016年5月30日，成功之道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为股份公司。在整体变更

前，成功之道有限于2016年5月29日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就成功之道有限阶段的关联方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事项进行了确认。除成功之道有限向融亨投资提供借款10,000,000

元借款收取了资金占用费外，其余均未支付资金占用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关联方还款的相关凭证，截止2016年9月30日本次文件申报时，报

告期内的关联方占款已经全部清理。 

2、报告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 

报告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深圳子公司与凯途伟业签订了《资金拆借合同》，约定

深圳子公司向凯途伟业提供借款45.00万元，借款期间为2016年7月12日至2016年9月12

日，该款项已于2016年9月12日归还，深圳子公司未收取资金占用费。 

上述关联方借款已经经过按照公司的制度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经股东大会审批。

报告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除发生以上一笔关联方资金占用以外，不存在其他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形。 

3、承诺、规范情况 

2016年5月30日，成功之道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创立大会暨第一

次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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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尤其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中对关联交易决

策权力与程序作出规定。上述制度对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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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2016年6月23日，公司全体股东出具了《股东关于公司资产避免被控股股东、其他

关联方控制或占用的承诺书》，承诺“本人及本人关联方未来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

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杜绝与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及占用资产的行为；

对于确有必要发生经营性往来的，则将严格按照公司的制度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

及时依照公司权力机构的批准和合同的约定及时结算，以杜绝任何不正常的资金和资产

占用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曾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已于申报前清理完毕。该等资金占用行为不会对

公司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公司已有效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三、反馈问题“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是否存在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若存在的，请公司披露被列入名单、

被惩戒的原因及其失信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说明核查方式，

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个人信用报告》，以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企业征信报告》。并通过登录查阅

全国失信被执行人信查询网 (http ://zhixing.court.gov.cn/)、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等网站，未发现公司、

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被 列 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 查 阅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gsxt.saic.gov.cn/），未发现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行政处罚信息、经营异常信息、严

重违法信息。查阅信用中国（http://creditchina.gov.cn/），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

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未发现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

http://shixin.court.gov.cn/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shixin.cs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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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四、反馈问题“关于股东的基金备案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股权架构

中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是否按照《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请分别在《推荐报告》、《法

律意见书》中说明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尚未按照前述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的，请说明有无履行备案程序的计划和安排”。 

答复： 

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的现有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姓名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持股 

比例（%） 

1 张冉 中国 11010819730117**** 
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 9号

4层**** 
52.94 

2 张磊 中国 32032119770428**** 
江苏省丰县凤城镇胜利大同

路**** 
9.97 

3 张亚蔚 中国 13010419721231****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8

号院**** 
0.45 

4 齐娅莉 中国 11010219540831****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0.45 

5 徐萍 中国 32040419601223****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505弄

**** 
0.45 

6 马春树 中国 23040219690916****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甲 1号

永景园小区**** 
1.35 

7 徐登高 中国 14010519410728****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83号甲

**** 
0.45 

8 张喜芳 中国 36222919721227**** 
北京市崇文区西革新里 108

号院**** 
0.45 

9 唐澍明 中国 11010519730325****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北里

****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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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姜文浩 中国 11010619710625**** 
北京市宣武区建功北里一区

**** 
3.93 

11 赵照 中国 11010819730330**** 
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甲 88号

2号楼**** 
0.68 

12 卫捷 中国 11010219671008**** 
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三条

**** 
0.45 

13 马铁蕾 中国 14010319770724**** 北京市朝阳区三丰里**** 0.45 

14 卢琳 中国 32032219630501**** 江苏省沛县沛城歌风巷**** 1.35 

15 张薇 中国 32030219780903****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号

中区**** 
0.45 

16 欧阳林敏 中国 32032119740108****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 
0.45 

17 宋海红 中国 63010419721114****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中路 72号

**** 
1.35 

18 张浩 中国 32030319701201****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和平路

**** 
0.90 

19 潘辉 中国 11010819690119**** 
北京市海淀区泉宗路 2号万

柳光大家园**** 
1.35 

20 卢梅艳 中国 45212819720910**** 
广西扶绥县新宁镇南密路

**** 
0.90 

21 王峰 中国 51010319700415**** 
重庆市万州区宁波路 103号

4单元**** 
0.45 

22 纪桂萍 中国 11010819400216****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0.45 

23 张冬梅 中国 11010819710426****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8号

**** 
0.45 

24 陆杰 中国 11010219740324****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44号院

**** 
0.45 

25 曾琴 中国 51220119740905****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空研大院

****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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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何胜昔 中国 43012419681021**** 
广工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宿舍**** 
0.90 

27 梁宜松 中国 23010319770730****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南路甲

**** 
0.45 

28 金月茹 中国 21011419760603**** 沈阳市铁西区艳华街**** 0.90 

29 兰天红 中国 35010319690123****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大新

村**** 
0.45 

30 潘红斌 中国 33072119690527**** 杭州市拱墅区广济路**** 0.45 

31 孙树亮 中国 32030319740504****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黄河南

路 42号**** 
1.35 

32 姜学民 中国 21021119730109****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莲叶街

**** 
0.45 

33 冯若燕 中国 44030119740510****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二

村**** 
0.45 

34 曾海波 中国 62040219710411****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0.45 

35 朱奇志 中国 11010819650625****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医院阜内

大街**** 
0.45 

36 张秀芳 中国 61010419450721**** 
西安市莲湖区西仪一零三街

坊**** 
0.90 

37 王德智 中国 37020519501003**** 
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瑞昌路

45号**** 
0.45 

38 杨晓军 中国 33252319710201****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院**** 
0.45 

39 宫肃康 中国 1101081965031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里六区

**** 
0.90 

40 蔡守平 中国 41307519730208****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278号 9.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股东均为自然人，无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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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股东全部为直接持股，无间接持股股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四、反馈问题“关于业务资质。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2）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3）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4）公司业务

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5）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

经营的情况；（6）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答复： 

1、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应用心理学培训业

务、教育辅助服务业务、员工帮助计划业务。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所属行业为 P8291——职业技能培训;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所属行业为 13121110——教育服务。从应用领域分，公司主要业务属于心理学职业培

训行业。 

主要涉及教育培训行业，此行业暂无相应的监管法律法规。 

成功之道股份于报告期后在线上运营“天天心理网”（http://www.mypsy365.com），

在线提供心理学课程。 

公司于报告期后线上运营“天天心理网”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情

况如下： 

序号 法律和法规名称 适用内容 发布部门 发文字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信条例 

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

业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 

    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

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

国务院 
国务院令第

6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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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

信业务经营活动。 

2 
互联网信息管理办

法 

    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

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

度。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

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

息服务。 

国务院 
国务院令第

588号 

3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管理规定 

    国家对设立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

度。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活动应当取得《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国家新闻出

版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  

 

原文号为：国

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令

第 34号，后

经 

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

令第 3

号 修订 

 

2、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经本所律师查验，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经国家发改委 2013

年第 21号令修正）的规定，公司业务属于“鼓励类”之“三十六、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服务业”之“3、职业教育”，同时公司培训内容涉及的心理咨询服务行业，也属于

此大类下，“31、心理咨询服务”，公司及其下属机构所从事心理学培训服务业务均不属

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或淘汰的业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3、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经本所律师的检索法律法律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

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经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之日，国务院尚未针对从事经营性培训业务制定具体法规文件。 

现行法律对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未

javascript:SearchListField(%22/newlaw2002/chl/index.asp%22,document.SearchList.fdep_id,%2260422%22)
javascript:SearchListField(%22/newlaw2002/chl/index.asp%22,document.SearchList.fdep_id,%2260422%22)
javascript:SearchListField(%22/newlaw2002/chl/index.asp%22,document.SearchList.fdep_id,%2260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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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体规定，公司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所经营项目均不需要前置

审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公司运营“天天心理网”的线上业务需要取得

需要北京市通信局的审批，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报告期后，公司开始录制原创心理学课件并发布在“天天心理网上”，根据《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公司需要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审批，取得《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目前该许可证在办理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开展

已经取得相应主管部门的审批。 

4、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经营业务，公司运营“天天心理网”需要取得《电信与信息

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京 ICP

证 160590号），证书许可的业务种类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

互联网信息服务)”，服务项目为“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

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网站名称为“天天心理网”，网址为“mypsy365.com”，

证书有效期自 2016年 5 月 27日至 2021 年 5 月 27日。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公司利用网站发布自行录制的课程视频，

需要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公司正在办理该项许可证进展如下： 

2016 年 11 月 22 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向公司出具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编号：[2016]0031161122000232 号），该局认为公司提交

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依法决定予以受理。该局将于上述通知书制发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

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 适用

本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第二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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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本法调整的是公益性或基本公益性的民办学校，对于纯营利培训机构，则不在本

法的调整范围之列。”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六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之日，国务院并未出台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

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因此，公司属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所规范的民办学校。 

除运营“天天心理网”需要取得相应资质以外，公司仅需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办理相关民办教

育资格事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成功之道股份开展的业务已经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 

5、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根据公司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推

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软

件开发；经济贸易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武术技术培训（不得

面向全国招生）；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成功之道股份目前主要从事的培训业务属于心理咨询技

术推广、技术咨询；教育辅助服务属于教育咨询。上述业务未超出《营业执照》上登记

的经营范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6、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公司已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于 2021 年 5 月 27日到期。目前距

该等资质有效期届满之日较长，公司近期内不涉及办理经营资质续期事宜，不会对公司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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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止本《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除经营网站需要经过所在地通信管理

局、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并颁发相应许可证外，其他业务不需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批，公

司取得了《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行政许可受理通

知书》及《营业执照》，不需要取得其他资质、许可，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

的情况，公司所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五、反馈问题“关于合同签订。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签署的合同是否需要

通过采购、招投标程序，对相关合同的签署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效发表意见。若是，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公司补充披露所投的标的来源、招标模式。（2）请公司补

充披露报告期内通过招投标获得主要订单数量，金额及占当期销售收入比重。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销售渠道，就获得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对持续经营存

在不利影响发表意见。（3）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一致性。”。 

答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

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

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采

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采购未

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可以自行采购，也可以委托集中采购机构在委托的

范围内代理采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

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

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

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 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

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

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公司业务合同的签署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规制的范围，不需要通过采购、招投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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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重大业务合同后认为，公司的签署的该等合同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五十五条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一）行为人具

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四条对“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及“可撤销合同”两种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相关合同的签署合法合规、有效。 

六、反馈问题“针对改制时净资产不足的情况，公司使用2016年3-5月公司净利润

进行补足。请公司补充说明2016年3-5月净利润金额，并分析远大于2016年1-5月净利

润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2016年3-5月净利润的真实性。请主办券商及

律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是否影响整体变更”。 

答复： 

2016年 5月 14日，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编号为：（2016）京会兴审字第 01010001

号的《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成功之道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9,389,271.17元。 

2016年5月30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出席，并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成功之道（北

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情况的报告》及《关于通过

成功之道（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2015年度及2016年1月至2月<审计报告>

的议案》，一致同意成功之道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之道有限截止2016年2

月29日经审计的净资产19,389,271.17元，其中1,589,500.00元计入股本，其余

17,799,771.17元计入资本公积。 

后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业务实际情况

确定的收入确认具体方式，对公司存在的收入跨期情况进行调整。调整后 2016 年 2 月

29 日的净资产减至 17,806,610.70 元，导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应计入资本公

积的金额相应减少。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公司税后利润补充公司公积金的议案》，同意用 2016 年 3-5月公司净利

润对因上述调整导致的资本公积减少进行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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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因成功之道有限在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全体股东已经明确

将超过注册资本的净资产计入资本公积，且其后会计师调整后的整体变更基准日的净资

产未低于成功之道的注册资本，该等以整体变更基准日后净利润对因财务跨期调整导致

的资本公积减少进行补足事项，对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不构成影响。 

七、反馈问题“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个人银行卡结算的情形。（1）请公司结合

业务特点补充披露通过个人卡结算的原因、必要性、报告期内个人卡结算的金额及占

比，并披露个人卡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完备，包括但不限于对银行卡及密码的控制措施、

个人卡转账的具体流程及控制措施、开户行是否认可、对卡内余额的控制、单笔结算

金额的控制等，个人卡流水是否有合同、发票等支持性凭据。（2）请公司补充披露对

个人卡结算的规范情况、期后通过个人卡收款的情况。（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

核查个人卡银行流水是否与业务相关、是否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

及采购的情形、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

或采购的真实性、完整性，个人卡内控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发表意

见。（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状，并针对个人卡结算方

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发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答复： 

报告期内，公司对客户的收款方式包括：现金收款、银行转账（收款账户为公司账

户、个人卡）及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具体金额及占比列示如下： 

单位：元 

收款方式 

2016年 1-5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现金 98,177.94 0.59 324,752.00 1.07 614,505.20 2.14 

个人卡 - - 13,581,152.36 44.89 
14,860,802.

04 
51.72 

银行 
14,771,260.8

5 
88.86 14,111,893.25 46.65 

12,903,644.

17 
44.91 

第三方支付 1,753,349.75 10.55 2,236,528.48 7.39 352,407.00 1.23 

合计 
16,622,788.5

4 
100.00 30,254,326.09 100.00 

28,731,358.

41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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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4、2015 年年通过个人卡收款比例较高，公司已从 2015 年 12 月份开始对

收款方式进行规范，逐渐减少个人卡及现金的收款；学员如果通过转账方式缴费一律只

提供公司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账号，公司及子公司均已配备银行 POS

机，现场缴费鼓励学员刷卡支付。 

截止 2015 年 12 月底，公司已将所有个人卡账户余额转至公司账户，从 2016 年开

始，公司已不再使用个人卡进行收款且个人卡已全部注销。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采取有

效措施对个人卡结算进行规范和监管。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保证公司不会再

以个人卡进行收款。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开具个人卡收付款的行为不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

例》、《商业银行法》的下述相应规定：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

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商业银行法》第四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主选择一家商业银行的营业场所

开立一个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基本账户，不得开立两个以上基本账户。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规定”。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按本条例规定的范围

可以使用现金外，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使用个人卡收付款的行为不够成重大违

法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冉承诺，如公司因曾经存在的个人卡结算而受到任何行政处

罚或经济损失，张冉将承担全部费用、罚金和经济损失，以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全面清理了个人卡，目前已经不存在公司以个人卡进行结

算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内亦未因该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公司在报告期内以个人卡进行结

算，对公司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八、反馈问题“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讲师的基本信息，其聘用方式是否合

规，是否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情形，如是，是否采取规范措施，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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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2016年度公司讲师的授课名单，2016年度共有54名讲师来公司授课，其中18名为大陆

高校从业人员。 

因公司的课程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故公司没有采取聘用固定讲师的授课

方式，而是委托师资服务的咨询公司就市场需要代为选取授课讲师，讲师亦需根据公司

开设的课程需要进行变化。公司根据开办课程的需求与提供师资服务的咨询公司签订

《年度服务合同》，由咨询公司根据公司的课程要求协助公司选择合适的专业师资，公

司向咨询公司给付合同约定的服务费，不再向授课讲师支付其他费用，而咨询公司须向

授课讲师支付一定费用。 

经核查，目前公司的部分授课讲师为国内高校教师。公司通过师资服务咨询公司签

订合同间接选聘讲师，而非直接与讲师签订劳动合同，不属于直接的劳动关系。对于高

校教师兼职的问题，国家近年来一直未有明确禁止规定。直到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高校教师

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开展多点教学并获得报酬。鼓励利用网络平台等多种媒介，推动精

品教材和课程等优质教学资源的社会共享，授课教师按照市场机制取得报酬。”该意见

中明确了高校教师在经所在单位批准条件下，兼职取得报酬。据悉《意见》刚刚颁布，

各高校该方面的制度正在落实，高校教师正在配合按照要求办理备案手续，对于此政策

过渡时期，高校教师兼职取得报酬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该等讲师的聘用方式合规，不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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