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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 

关于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与北京市嘉

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接受股份公司

的委托，担任股份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证

券法》、《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 

在对公司已经提供的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文件和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

证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已出具了《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亿林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关

于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

律师再次进行了审慎核查，本所律师在对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

就本所再次核查的情况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对本所出具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股份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报价转让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股份公司本次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法律文件，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所律师同意股份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及相关文件中部分或全部自行

引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内容。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简称同

法律意见书一致。 

五、本所已经对与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

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六、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

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仅供申请人为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权挂牌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八、本所仅就与申请人本次股权挂牌交易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

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九、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申请人如下保证： 

1.申请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申请人提供的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申请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全国股转公司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特殊问题之 6：请主办券商、律师对公司是否具备必要资质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登记的经营范围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申请

人的主营业务为：公司以互联网为基础，主营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DC）、互

联网接入服务业务（ISP）和网络内容服务（ICP）等。 

公司经经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按许可证核定范围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

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

子公告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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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接入服务；利用信息网

络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三维平面设计、网络技术咨询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数码产品设计、研发；2D 动画、3D 动画设计；三维、

二维动画设计；动漫衍生周边产品设计、开发；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软硬件产品批发兼零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公司的主营业务在经营范围之内。 

2、公司持有的资质证件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持有的业务许可、经营资质和经营认证为： 

2.1、《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2015年 5 月 8日，公司获得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发出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许可业务种类：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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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接入服务业

务，许可经营范围：（1）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

绥化；（2）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黑龙江省；（3）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

信息服务）：黑龙江省（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

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子公告服务），经营许可证编号：黑 B1.B2-20080981，

有效期自 2015 年 5月 8日至 2018 年 12月 21日。 

2.2、《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2015年 10 月 8日，公司获得黑龙江省文化厅发出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许可范围：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包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编号：

黑网文许字[2014]1002-001号，有效期自 2014年 10月 10日至 2017年 10月 10

日。 

2.3、《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公司于 2014年 7月 24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F201423000026，

有效期三年即 2014年 7月 24日至 2017年 7月 24日。 

2.4、《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2010 年 9 月 27 日，公司获得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软件企

业认定证书》，证书编号：黑 R-2010-0022。 

2.5、《动漫企业证书》 

2016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取得黑龙江省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颁发的

《动漫企业证书》，公司被认定为动漫企业。 

2.6、《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证书》 

2016年 7 月 1日，公司获得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

质四级证书，有效期至 2020年 6月 30日，证书编号 XZ4230020161539。 

2.7、《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2016年 6 月 20日，公司第 3级网站托管平台系统获得黑龙江省公安厅网络

安全保卫总队备案，证书编号：2300005000016001。 

2.8、《可信云服务认证》 

2016 年 9 月 10 日，公司获得数据中心联盟颁发的《可信云服务认证》，认

定亿林云主机服务满足其认证要求，有效期至 2017年 9月 10日。 

2.9、《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 

公司互联网资源管理项目获得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新产业开发中心颁发的《国

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编号 2011GH010290。 

2.10、《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证书》 

2012年 12 月 15日，公司获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证书》，有效期至 2015

年 12月 15日，编号 20122300150007。 

2.1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16年 8 月 8日，公司获得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及售后服务质量管理符合 GB/T19001-2008/ISO 

9001:2000标准。注册号：02116Q10914R0S。 

2.12、《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14年 12 月 24日，公司获得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发出的《信息技术服务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内容：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向外部客户交付

互联网网站运行维护的服务管理体系符合标准 ISO/IEC 20000-1:2011，注册号：

U006614IT0450R0S，有效期自 2014 年 12月 24日至 2017 年 12月 23日。 

2.1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13 年 12 月 12 日，公司获得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发出的《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内容：在与应用软件的开发、IDC服务器托管相关的信

息安全管理活动范围内，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标准 GB/T 22080-2008/ISO/IEC 27000:2005，注册号：02113I10228R0S，有效

期自 2013 年 12 月 12日至 2016年 12月 11日。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

《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管理规定》、《软件产品管理

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并依据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

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公司不存在违反网络信息管理法律法规并未受到处

罚。 

经主办券商与律师核查，认为公司已经具备了生产经营及行政管理规定的必

要资质，公司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二、特殊问题之 7：请主办券商、律师对公司股改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公司

是否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股改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2013年 05 月 15日，黑龙江亿林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以

全体股东为发起人，以 2013 年 0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并聘请北京慧智宏景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截至 2013 年 04 月 30



的资产进行审计，聘请黑龙江利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 

2013年 05 月 15日，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黑）名称变核内字【2013】

第 009764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公司名称为“黑龙江亿林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05 月 15日，孙甲子、杜荣兰、李璐昆共 3 位发起人签订了《发起人

协议》。 

2013年 05 月 16日，经北京慧智宏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慧智宏景会

审字[2013]006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净资产审计值为

12,333,011.37 元； 

2013年 05 月 22日，经北京慧智宏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慧智宏景会

验字【2013】040 号《验资报告》，载明“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3 年 04 月 30

日止，贵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各股东均以

净资产出资，与上述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 1237.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7

万元。” 

2013年 05 月 23日，黑龙江利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黑利评报字（2013）

第 015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截至 2013 年 04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为 1233.30 万元。 

2016 年 6 月 17 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鹏信

资评报字[2016]第 S010 号《股份制改造项目追溯性评估报告》，对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评估情况进行了追溯性评估复核，评估结果为：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4月 30日，净资产账面值 1,233.30 万元，评估值 1,233.76

万元，评估增值 0.46万元，增值率 0.04 %。 

2013 年 05 月 16 日，申请人召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

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并选举了 4名公司股东董事和 2名股东监事；同日，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了 1 名职工代表董事和 1 名职工代表监事。 

2013年 05 月 16日，申请人董事会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孙甲

子担任公司董事长，聘任李璐昆为公司经理。 

2013 年 05 月 16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胡健为第

一届监事会主席。 



2013 年 05 月 28 日，股份公司在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登记

注册，领取注册号为 23010810002575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改过程中存在慧智宏景会审字[2013]0065 号《审计

报告》值高于黑龙江利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黑利评报字（2013）第 015号《资

产评估报告》值的瑕疵，但是不会对该次挂牌产生法律障碍。原因如下： 

首先，申请日整体变更过程中，以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符合股转公司的规

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2.1 条规定要求股改以净

资产值折股。股改并不以评估作为必要条件。股改时《验资报告》已经表明了在

股改前各发起人股东按法律规定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不会对申请人的设立和此

次挂牌产生影响。 

其次，依据慧智宏景会审字[2013]006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申请人设立过程中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况。 

最后，2016 年 6 月 17 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出具鹏信资评报字[2016]第 S010 号《股份制改造项目追溯性评估报告》，对有

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评估情况进行了追溯性评估复核。此次整体

变更已经得到工商管理部门的认可并无处罚，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已经超

过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且公司为存续状态未显示任何异常。 

依据公司发起人签署的《发起人协议》各发起人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折股依

据，至今各股东未提出任何异议。 

综合上述原因，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履行了验资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验资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出具日期

晚于创立大会召开日期对公司的设立及本次挂牌不产生法律障碍。 

2、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设立

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并根据申请人具体情况设置了职能

部门，建立健全了各种管理制度。申请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核心高级管理人员

较为稳定，内部管理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公司并通过了《“三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

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及董事会秘书和总经理工作规

定等制度。 

公司现行组织结构图如下： 

 

公司部门职责如下： 

部门名称 部门职责 

总经理办公室 协助总经理处理日常事务。 

行政部 负责公司日常工作，包括行政管理、日常用品购买等工作。 

人事部 
负责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招聘、培训、考核等

工作。 

财务部 负责公司财务核算、监督等工作。 

企划部 负责公司重大课题项目的策划与申报工作。 

信息安全部 负责公司安全备案等信息安全工作。 

运行维护部 
负责公司网站建设、宽带业务以及设备维护，保障网络系统安

全。 

市场部 负责开发市场，开发新产品、新业务。 

售后服务部 负责市场产品的售后工作。 

呼叫中心 负责对外应答，联系客户等工作。 

产业研究院 
负责公司产业研究，便于制定公司战略规划；负责公司研发工

作。 



依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较为健全并设置了相应的管理

制度，公司并依据自身业务特点设置了不同的部门职责，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组

织结构合法合理。符合挂牌条件。 

 

三、特殊问题之 8：请主办券商、律师对公司子公司是否符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 ——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

的规定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公司共计有二个全资子公司及一个控股

子公司，情况如下： 

全资子公司一： 

名称：重庆壹贰叁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50000035562949XA 

法定代表人：候庆龙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 09月 01日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青枫北路 30号（拓展区 A5 栋凤凰座 C座第 5层） 

营业期限：自 2015年 9月 1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及转让；数码产品设计、研

发及销售；动漫设计制作；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平

面设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全资子公司二： 

名称：北京博励智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228018431146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甲子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31日 

营业期限：自 2014年 12月 31 日至 2044年 12月 30日 

住所：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 69号密云县投资促进局办公楼 305室-1588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电脑动画设计；产品设计；软件开发；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 

控股子公司：齐齐哈尔云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登记情况如下： 

名称：齐齐哈尔云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2MA18X7NP6W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云龙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 3月 14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鹤城路北侧 1#系教学楼 

经营范围：网络软件开发、设计，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网上贸易代理。 

公司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1 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98 万元 0 元 98% 

2 杨鹏 1 万元 0 元 1% 

3 韩雪 1 万元 0 元 1% 

合计  100 万元 0 元 100% 

公司董监高人员在子公司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

司职务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

的关系 

孙甲子 
董事长、

总经理 

北京博励智远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经理 全资子公司 

候庆龙 监事 
重庆壹贰叁肆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经理 全资子公司 

王唯合 
职工代

表监事 

重庆壹贰叁肆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监事 全资子公司 

北京博励智远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监事 全资子公司 

经核查，公司子公司不存在业务为小贷、担保、融资性租赁、城商行、投资

机构等金融或类金融业务，公司子公司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子公司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 ——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

答》（一）的规定。 

四、特殊问题之 9：公司有机构投资者。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

引入机构投资者是否与公司存在对赌协或其他投资安排。请主办券商、律师对

股东之间的对赌等约定是否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符合《挂牌

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发表意见。 

【回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公司目前仅有一家机构投资者，为

武汉长江汇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股东武汉长江汇富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于 2016 年 2 月 4

日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履

行了登记备案程序，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在基金业协会填报了私募投资基金登记

备案信息，（基金编号：SE6259）。 

经核查武汉长江汇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签订的投资

协议并由该基金公司出具说明，公司与该基金公司并无对赌协议或其他投资安

排。无损害公司及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

题解答（三）》相关要求。 

五、特殊问题之 11、 请公司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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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披

露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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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报

告期内公司的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4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孙甲子 765,887.42 7,939,435.00 7,608,964.79 1,096,357.63 

李璐昆 334,178.00 1,196,258.00 474,638.00 1,055,798.00 

王唯合 -296,488.58 487,914.50 259,677.90 -68,251.98 

候庆龙  410,869.00 50,000.00 360,869.00 

胡健  66,213.00  66,213.00 

关联方名称 
2015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孙甲子 1,096,357.63  21,611,249.26  21,074,742.19  1,632,864.70 

李璐昆 1,055,798.00  263,810.00  259,157.04  1,060,450.96  

王唯合 -68,251.98  267,704.98  149,453.00  50,000.00  

候庆龙 360,869.00  145,212.00  473,647.94  32,433.06  

胡健 66,213.00  141,559.00  207,772.00   

关联方名称 
2016 年 1-8 月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孙甲子 1,632,864.70  216,656.82  1,929,207.52  -79,686.00  

李璐昆 1,060,450.96  145,069.00  1,205,519.96   

王唯合 50,000.00  114,525.60  164,525.60   

候庆龙 32,433.06   32,433.06   

依据上述审计情况，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

况，但是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已经清理完毕。 

另经核查，公司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授权、程序作

出了明确规定，并制定了《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确认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8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

进行了追认，认为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关联资金往来为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不存

在损害债权人、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没有不

利影响。公司管理层将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在未来的关联交

易中严格履行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同时，公司还将进一步强化监

督机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防止公司在股东的操纵下做出不利于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及资金拆借行为。 

综合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虽然公司报告期初至报告期末发生过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公司已收回该占用资金，资金占

用情况未对公司、公司股东、债权人、公司员工和客户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公

司股东大会并对关联资金往来进行确认。公司公司管理层并承诺严格依照《关联

交易关联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制度履行审批程

序。故前述资金占用行为未对公司独立生产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故公司符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 

六、特殊问题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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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并经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承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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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亿林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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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

字盖章页。） 

 

  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孙可心             

                  

                                经办律师（签字） 

 

                                孙可心                    

 

                                 阎书波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