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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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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公司”或“申请人”）委托，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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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本次挂牌并转让”）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

本次挂牌并转让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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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挂牌并转让所涉及有关事宜于 2016年 7月出具了《北

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手盟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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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法律意见

书》”），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年 9月 27日出

具《关于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称“《反

馈意见》”），本所律师对《反馈意见》中涉及律师的部分进行回复，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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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意见

书》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正文

一、《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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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查阅了申请人的《审计报告》、申请人报告期内各期其他应收款科

目余额表、对关联方的应收账款明细，以及期后申报审查期间的账簿记录，并对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根据申请人的《审计报告》及相关科目余额表，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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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4.30 2015.12.31 2014.12.31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其他应收款

章 咏 - 4,758,284.22 6,057,493.62

曾新乾 20,000.00 20,000.00 -

沈红莉 7,500.00 - -

北京万游星空 - 1,098.50 675.20

万游星空（北

京）
- 20,775.00 18,775.00

上海时游 - 52,692.80 2,224.70

广州九玩 - 1,668.80 -

广州万精游 - 1,564.40 -
Mega Fun

Group Limited 211,842.55 - -

合计 239,342.55 4,856,083.72 6,079,168.52

经核查，以上资金往来主要发生在股份公司设立之前，由于当时公司尚未建

立相应的内核和法人治理制度，因此上述资金占用未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亦未向关联方收取资金占用费。

公司于 2016 年 7月 21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对公司报告期内部分关联交易进行追溯确认的议案》，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

交易进行了确认；同时，公司依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并参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为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提供了制度保障。《公司章程》第 37条规定：“公司不得以下列方

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使用：（一）有

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使用；（二）通过银行或非银行

金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三）委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进行

投资活动；（四）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五）代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偿还债务。”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章咏、曾新乾已出具《承诺函》， 承诺“自承诺函出具

之日起，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手盟网络资金的情形，本人因

违反本承诺而致使公司遭受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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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报告期内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已于本次申请挂牌前全部结清，自申请

挂牌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的资金已于公司申请挂牌前归还完毕，同时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避免关

联方非法占用公司资金，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

本标准指引》规定的相关挂牌条件。

二、《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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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

（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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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经 检 索 全 国 法 院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公 布 与 查 询 网 站

（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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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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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8

关于公司的机构股东，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1）公司机构股东中

是否存在国有企业，若存在，其国有股出资及转让程序的合规性，公司是否需

要取得国有股权设置批复。（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持有权益，上述股东出资公司是否符合

章程或协议合同规定，出资资金与管理人资产或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或资产

是否有效分离，上述股权是否清晰。（3）公司正在履行中的投资协议中是否存

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限制后续发行价格、限制权益分派、最优权、

一票否决、优先清算权条款及其他特殊条款的约定，并请就约定的特殊条款是

否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以及约定条款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补充披露。

答复：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查阅了机构投资者入股公司时，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协议、增

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等，同时查阅了公司及机构股东的工商登记资

料，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核查了公司机构股东信息，并对公

司核心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进行了访谈。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1. 公司机构股东中是否存在国有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机构股东章程/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公司机构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海南瑞鑫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69027MA5RCD2A6G 名称

海南瑞鑫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孙亮

住所 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营业期限自 2016年 1月 19日 营业期限至 无期限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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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出资比例 章咏：70%；曾新乾：20%；黄小辉：3.5%；张犇：3.5%；孙亮：3%

（2）晨畔创投

注册号 310115002629615 名称
上海晨畔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薛琼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 128号 4036室

营业期限自 2015年 4月 2日 营业期限至 2022年 4月 1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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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自贸试验区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出资比例 石建明：49.5%；刘芹：49.5%；薛琼：1%

（3）沁泉启明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400MA4UHTJB4J 名称

珠海横琴沁泉启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深圳前海沁泉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郝彬强）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7718

营业期限自 2015年 10月 9日 营业期限至 2025年 10月 9日

经营范围
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顾问、投资咨询、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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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出资比例

深圳前海沁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66.75%；赵辉：7.50%；王俊：5.00%；

许胜：3.75%；任联全：3.75%；林舒园：3.25%；熊斌：2.50%；陈艳玲：

2.50%；朱含芳：2.50%；谢娜：2.50%

备注：深圳前海沁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王子卿、黄继锋。

（4）瑞翔众盈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60503MA35G6GH1Y 名称

新余瑞翔众盈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深圳前海瑞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易新文)

住所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营业期限自 2016年 1月 8日 营业期限至 2018年 1月 7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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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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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新余市仙女湖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出资比例

深圳前海瑞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周娟：16%；曾少强：16%；石磊：

10%；唐先洪：10%；王俊民：10%；丰信东：10%；马林：6%；谭颂斌：

4%；魏德平：4%；何涛：5%；谭玮樑：2%；唐丞：2%；黄元华：2%；

张宇明：2%

备注：深圳前海瑞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史燕霞、易新文、周娟。

（5）广州九玩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9A4WU9W 名称

广州九玩资产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章咏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侨林街 47号 1101房之 2908房（仅限办公用途）

营业期限自 2015年 9月 18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投资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供应链管理;企业自有

资金投资；物业管理；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咨询；流动人才人事档案及相

关的人事行政关系管理；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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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出资比例 章咏：0.1%；曾新乾：99.9%

（6）鸿盈资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347440857R 名称

鸿盈资本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邝玉燕

注册资本 15000万 成立时间 2015年 7月 2日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庆亿街 1号 804房

营业期限自 2015年 7月 2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风险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除外）；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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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股权比例
邝玉燕：56.8%；邝金田：14.2%；聂鸿杰：19%；颜炳味：5%；明安国：

2%；李翔：2%；蔡丹：1%

（7）广州市万精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9A61Q4F 名称

广州市万精游资产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

伙人
曾新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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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侨林街 47号 1101房之 3P08房

营业期限自 2015年 9月 22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评估服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咨询；流动人才人事档案及相关的人

事行政关系管理;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供应链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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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出资比例 曾新乾：0.1%；黄群湛：99.9%

经核查，上述机构股东的最终出资人均为自然人，不存在国家或国有企业出

资的情形，因此公司的机构股东均不属于国有企业，无需取得国有股权设置批复。

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在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中持有权益

经核查，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为章咏和曾新乾，董事为章咏、曾新乾、黄

小辉、张犇、蔡丹，监事为孙亮、黄群湛、梁蕾，高级管理人员为章咏、曾新乾、

张犇、黄小辉、邹威。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确认函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持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权益的情形；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中，不存在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3. 公司正在履行中的投资协议中是否存在特殊条款的约定

经核查申请人现有股东于 2016年 4月 26日签署的《关于武汉手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晨畔创投享有分红优先权、清算优先权、回购权、反稀

释权、优先认购权、信息获取和检查权等特殊权利；瑞翔众盈、沁泉启明、鸿盈

资本分别享有回购权、反稀释权特殊权利；同时，该协议明确约定，为使申请人

符合合格上市/借壳上市/整体出售/新三板挂牌审核要求，协议中不符合合格上市

/借壳上市/整体出售/新三板挂牌相关规则或强制要求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本协

议第二条项下晨畔创投享有的分红优先权、清算优先权、回购权、反稀释权、优

先认购权、信息获取和检查权等权利，瑞翔众盈、沁泉启明、鸿盈资本分别享有

的回购权、反稀释权等特殊权利条款，自有关审核或主管机构正式受理公司申请

材料之日起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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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关于武汉手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经各方签署

确认，具有法律效力。晨畔创投与瑞翔众盈、沁泉启明、鸿盈资本依据《关于武

汉手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享有的回购权、反稀释权等特殊权利，自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受理公司本次挂牌申请材料之日起自动失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正在履行中的投资协议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

股份回购、限制后续发行价格、限制权益分派、最优权、一票否决、优先清算权

条款及其他特殊条款的约定。

四、《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9

申报文件显示，公司曾存在 VIE协议控制事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

司作为标的资产是否曾筹划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如是，请披露筹划上市进展、

未上市原因等情况；（2）VIE 协议的实际执行情况；（3）VIE协议控制架构

搭建和拆除过程是否符合外资、外汇、税收等有关规定，是否存在行政处罚风

险；（4）VIE 架构下相关公司的注销情况、境外主体是否持续拥有公司的相关

资产，相关资产是否已完成转回至公司，资金给付义务等方面是否均已履行完

毕，是否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5）商标、专利、软件著

作权等是否需要并完成转让手续。VIE 协议控制架构是否彻底拆除，拆除后公

司资产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诉讼等法律风险。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

核查公司协议控制搭建及解除的合法合规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查阅了申请人 VIE协议，VIE 公司设立资料，股东外汇登记表，拆

除 VIE 的董事会、股东会及终止协议，主管部门的守法证明，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及主管部门批复文件，并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1. 公司作为标的资产是否曾筹划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经本所律师核查，申请人未筹划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申请人当时搭建红筹架构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境外融资。考虑到红筹架构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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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业务活动及主要客户基本均在境内，境内市场对于该等业务更为熟悉，在

对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慎重考虑后，申请人实际控制人经与各相关主体协商一致，

决定拆除红筹架构，拟改在境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

2. VIE协议的执行情况

2014年 3月 12日，相关主体签署了一系列控制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签约主体 主要内容

1
独家技术咨

询和服务协

议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万游星空（北京）
乙方聘请甲方提供独家管理咨询服

务，乙方根据甲方为乙方提供管理

咨询服务而支付管理咨询服务费用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手盟有限

2
业务经营协

议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万游星空（北京）

丙方：章咏、曾新乾、刘红柳

为保证乙方履行与甲方签订的各

项协议及对甲方承担的各项义

务，乙方及丙方在此确认并同意，

除非获得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其他

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将不会

进行任何有可能对其资产、业务、

人员、义务、权利或公司经营产

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交易及行为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手盟有限

丙方：沈丹莉、曾新乾

3 期权协议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章咏、刘红柳、曾新乾

丙方：万游星空（北京）

乙方拟授予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符

合资格的主体在符合中国法律要

求的条件下随时购买乙方各方或

其中一方持有的丙方全部或部分

股权/资产的排他性的选择权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章咏、曾新乾

丙方：手盟有限

4 股权质押协

议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章咏

丙方：万游星空（北京）

为了保证质权人从丙方正常收取

《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协议》项

下的服务费，以及保证各协议的

履行，出质人以其在丙方中拥有

的全部股权作为前述协议的质押

担保，质权人为甲方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刘红柳

丙方：万游星空（北京）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曾新乾

丙方：万游星空（北京）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沈丹莉

丙方：手盟有限

甲方：北京万游星空

乙方：曾新乾

丙方：手盟有限

2015年 10月 9日，Mega Fun Group Limited(Cayman)董事会作出决议：（1）

同意终止对手盟有限、万游星空（北京）的控制协议；（2）同意Morningside Venture

Capital Limited 指定的主体取得境内企业手盟有限 15%的股权；（3）同意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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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Group Limited(Cayman)将持有万游星空互动娱乐（香港）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转让给手盟有限。

2015年 10月 9日，Mega Fun Group Limited(Cayman)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

上述事项。

2016年 4月 12日，北京万游星空、手盟有限与沈丹莉、曾新乾签署《对现

有控制文件的终止协议》，约定终止现有控制文件，任何现有控制文件自协议签

订之日起终止并不再具有任何效力；2016年 4月 12日，北京万游星空、万游星

空（北京）与章咏、曾新乾、刘红柳签署《对现有控制文件的终止协议》，约定

终止现有控制文件，任何现有控制文件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终止并不再具有任何效

力。

根据申请人说明，并经查阅公司与北京万游星空之间的交易明细，上述控制

协议均未实际履行。

3. VIE协议控制架构搭建和拆除过程是否符合外资、外汇、税收等有关规

定

（1）外汇方面

根据公司提供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并经核查，2014年 6

月 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分别向曾新乾、章咏、刘红柳核发了业

务编号为“个字（2014）347”、“个字（2014）348”、“个字（2014）349”的《境

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对曾新乾、章咏、刘红柳在境外持有 Brother

Union Holdings Limited、Mega Fun Group Limited(Cayman)、万游星空（香港）

的股权比例予以登记。

根据公司的说明，在 VIE 协议控制架构搭建过程中设立的 Brother Union

Holdings Limited、Mega Fun Group Limited(Cayman)正在办理注销手续，曾新乾、

章咏、刘红柳拟在前述公司注销完毕后，承诺将及时办理外汇注销登记；万游星

空（香港）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作为公司自主研发及独家代理的手机游戏

产品的境外发行商。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公开网站核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在 VIE

协议架构搭建和拆除过程中，不存在因违反外汇相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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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资方面

①设立北京万游星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万游星空成立于 2014年 7月

2日，股东为万游星空（香港），注册资本为 140万美元。2014年 6月 27日，北

京万游星空取得北京市石景山区商务委员会核发的《关于设立北京万游星空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批复》（石商务批[2014]43号），批准北京万游星空设立；2014年 7

月 1日，北京万游星空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京资字（2014）0018号），履行了外商投资审批程序。

②收购万游星空互动娱（香港）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年 2月 14日，公司作出股东

会决议，同意以 40万美元的价格受让Mega Fun Group Limited 持有的万游星空

互动娱乐（香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016年 2月 15日，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 40万美

元收购了 Mega Fun Group Limited 持有万游星空互动娱乐（香港）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公司已就上述收购事宜取得湖北省商务厅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

外投资证第 N4200201600010 号），其备案文号为鄂境外投资[2016]N00010号，

履行了外商投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在 VIE 协议架构搭建和拆除

过程中，不存在因违反外资相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税收方面

经核查，在 VIE 协议控制架构搭建过程中，境外公司未发生股权转让；VIE

协议控制架构搭建完成后，境外公司引入投资人的过程中未发生股权转让；至

VIE协议控制架构拆除前，协议控制的境内主体亦未向境外公司实际支付任何服

务费用或进行任何利润分配。因此，在 VIE 协议控制架构搭建过程中及 VIE 协

议控制架构拆除前，不存在涉税行为。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 VIE 协议控制架构拆除过程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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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与万游星空（香港）原始出资额相近的价格 40万美元收购万游星空（香港）

100%股权，在收购时，万游星空（香港）的注册资本为 3,125,000港元，已经足

额缴纳；Mega Fun Group Limited股份回购时，亦是按照原始出资额回购，所涉

及的转让方、被回购方均未产生所得。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印花税完税凭证，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印花税已经缴纳

完毕。

2016年 6月 20日，武汉市江汉区国家税务局出具证明，自公司成立之日至

证明出具之日，申请人无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016年 6月 23日，武汉市江汉区地方税务局出具证明，自公司成立之日至

证明出具之日，申请人无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章咏、曾新乾已出具承诺，确认手盟网络在 VIE 协议

控制架构的搭建过程中涉及的全部事项均符合当时当地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任

何行政处罚的风险。如果因手盟网络 VIE 协议控制架构的搭建过程中涉及事项产

生任何纠纷或处罚导致手盟网络利益遭受任何损失，所有损失由其全部承担。

基于上述分析并经公司确认，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在 VIE 协议架构搭建和拆

除过程中，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相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VIE 协议控制架构搭建和拆除的过程符合外资、外汇、

税收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行政处罚的风险。

4. VIE 架构下相关公司的注销情况、境外主体是否持续拥有公司的相关资

产等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VIE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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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上述境外公司 Brother Union Holdings Limited、Mega Fun

Group Limited(Cayman)正在办理注销手续；万游星空（香港）成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拟作为公司自主研发及独家代理的手机游戏产品的境外发行商。

根据《法律意见书》第十一节“申请人的主要财产”披露的内容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境外主体未持有公司任何资产，没有需要转回至公司的资产，对公司也

不存在资金给付义务，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5. 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是否需要并完成转让手续。VIE协议控制架

构是否彻底拆除，拆除后公司资产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诉讼等法律风

险

根据《法律意见书》第十一节“申请人的主要财产”披露的内容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万游星空（北京）已经将其持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转让给公司的子公司

北京万游星空。根据万游星空（北京）、北京万游星空出具的确认文件及与公司

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公司亦有权使用上述注册商标。

根据《法律意见书》第八节“红筹架构的搭建与拆除（二）红筹架构的拆除”

所披露的内容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东没有实际办理股权质押工商登记，相关

VIE 协议已全部终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VIE 协议控制架构已

彻底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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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一直独立自主运营，并未由北京万游星空实际支配。协议控制关系解除前后，

除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外，公司的资产均由公司自身持有，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域名、电子及办公设备等，公司资产权属清晰。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历次增资、股权转让均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内部决策机构审议批准，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所签署的增资协

议或股权转让协议，为协议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

规定的情形，相关交易价款均已经支付完毕，协议控制关系解除前后，公司的股

权结构清晰、明确，不存在诉讼法律风险。

五、《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10

申报文件显示，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移动游戏和电视游戏研发、移动游戏

发行及移动游戏平台的运营”。（1）请公司说明是否存在从事网络出版服务的

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是否已经依照《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办理《网

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是否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2）请主办

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上述问题并对公司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核查了申请人的主要业务合同、实际控制人承诺函、守法证明，并

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5号）《网络出版服务

管理规定》（2016年 3月 10日起实行），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必须经过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的批准，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同时该规定将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提供“游戏”的行为亦归属为网络出版服务，因此申请人通过网络向公众提

供游戏，亦需要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委托第

三方代理机构递交申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的材料。2016年 8月 8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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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具请示文件（鄂新广审[2016]66

号），请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申请人从事网络出版服务；2016年 8月 22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新出许综

[2016]1013号），要求申请人补充提供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正式受理公司的申请材料。

2016年 6月，武汉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出具《证明》，证明手盟网络自

成立至证明出具之日，不存在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016年 7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章咏与曾新乾出具承诺函，承诺（1）协助

公司尽快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2）在取得网络出版许可证前，公司通过与

具备网络出版许可证的第三方合作，将自主研发的游戏授权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

进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供公众使用、下载，并委托该第三方对游戏

内容进行审核并报送有关主管部门；（3）若申请人因为前述事宜收到主管部门的

处罚或遭受其他损失，由实际控制人全额承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取得《网

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不符合《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但公司申办该许

可证的申请已通过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并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受

理，且公司报告期内未因此受到行政处罚，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承诺，

同意承担公司因前述事宜受到的全部损失，因此前述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造成重大法律障碍。

六、《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11

申报文件显示，公司运营的游戏中存在未依照《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

理的通知》取得前置审批和版号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

所研发、运营的游戏的备案和出版前置许可办理情况，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

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答复：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查阅了申请人业务资质、运营的游戏清单、已取得的前置审批文件

及版号、与有出版许可资质第三方签署的合同，并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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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如下业务

资质：

1. 基本业务资质

序号 资质类型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有效期至 备注

1

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

证

鄂 B2-
20140098

湖北省通

信管理局

2015.11.23-
201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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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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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影电视节目、

电子公告，含文化内容

2
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

鄂网文许字

[2014]1159-0
13号

武汉市文

化新闻出

版广电局

2014.06.10-
2017.06.09

网站域名：

www.910app.com/www.19meng.
com；经营范围：利用信息网络

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

货币发行）

3
网络游戏上

网运营备案
——

文化行政

部门
——

运营的所有游戏均已经办理备

案

2. 前置审批和版号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正在

运营的游戏共计 371款，前置审批、版号的取得情况及备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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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类别
是否取得前置

审批
审核状态 游戏款数 2016年 1月-9月收入金额（元）

占当期游戏运营收入

比例（%）
备案情况

独家代理运营 是 已办理 1 221,085.44 0.18% 已备案

独家代理运营 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受理 16 72,857,445.51 59.98% 已备案

省级或市级(直辖市)新闻出版

局已受理
2 260,342.61 0.21% 已备案

出版社已受理 4 7,151,629.10 5.89% 已备案

资料准备中 16 23,253,634.83 19.14% 已备案

准备下架 70 3,706,412.04 3.05% 已备案

联合运营 是 已经办理 97 7,188,340.00 5.92% 已备案

联合运营 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受理 11 618,407.60 0.51% 已备案

出版社已受理 9 493,236.80 0.41% 已备案

资料准备中 132 4,151,360.00 3.42% 已备案

准备下架 2 401.85 0.00% 已备案

单机游戏 否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受理 1 15,517.03 0.01% 已备案

资料准备中 10 1,538,227.76 1.27% 已备案

合计 371 121,456,040.57 100.00% 371款

备注：1.以上收入金额系未经审计的数据，总收入中包括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已经下架的 2款游戏在当期取得的收入 5,112.90元。

2.若游戏运营企业不具备《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则需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出版单位申请游戏版号（取得游戏前置审批），具体流程包括：

ⅰ：由出版单位对网络游戏内容进行审核，出具审读报告并将全套申请文件报送省级出版管理部门审读；

ⅱ：省级出版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审读网络游戏内容，通过后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核准游戏出版、配发游戏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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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运营的游戏中，已经取得的前置审批和版号、备案信息如下：

序号 游戏名称
运营

范围
运营模式 前置审批文号 游戏备案审批

1 武布天下 境内 独家代理
新广出审

[2015]9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SLG
5727 号

2 暗黑黎明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211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669 号

3 霸王的大陆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763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428 号

4 白发魔女传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出审字

[2013]558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464 号

5 百战封神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1435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2706 号

6 不良人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407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450 号

7 苍穹变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8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SLG
0504 号

8 苍翼之刃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10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3023 号

9 超级舰队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16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SLG
0657 号

10 超时空机战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174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CSG
0285 号

11 传世挂机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634号
文网游备〔2015〕Ｍ-RPG
0338号

12 大屠龙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1643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2510 号

13 刀锋无双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743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582 号

14 盗梦英雄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364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622 号

15 伏魔者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14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710 号

16 格斗江湖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322号
文网游备〔2014〕Ｍ-RPG
130号

17 攻城掠地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49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SLG
1817 号

18 横扫千军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40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SLG
0183 号

19 幻城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960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5602 号

20 疾风猎人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03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239 号

21 九 阴 真 经
3D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2099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5654 号

22 君临天下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224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SLG
116号

23 狂暴之翼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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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游戏名称
运营

范围
运营模式 前置审批文号 游戏备案审批

[2016]334号 2005 号

24 兰陵王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918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756 号

25 乐舞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624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CSG
0236 号

26 烈焰天下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764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813号

27 烈焰之刃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35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235 号

28 灵魂契约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323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1141 号

29
灵 域 修 真

（ 魔 灵 修

真）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353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190 号

30 龙骑战歌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496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871 号

31 龙刃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字

[2013]660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5226 号

32 龙印 2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765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SLG
0768 号

33 龙与精灵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117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519 号

34 乱斗之王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385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577 号

35 萝莉有杀气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492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762 号

36 螺旋境界线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209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4444 号

37 冒险与挖矿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382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SLG
0796 号

38 梦幻修仙 境内 联合运营
科技与数字

[2011]277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738 号

39 梦想仙侠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85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416 号

40 明珠三国 2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210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3030 号

41 魔力时代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473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RPG
193号

42 女王大人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623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443 号

43 骑士法则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74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392 号

44 青云志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40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5777 号

45 全民神将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35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621 号

46 群雄争霸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58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SLG
25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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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游戏名称
运营

范围
运营模式 前置审批文号 游戏备案审批

47 如果的世界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669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5663 号

48 三打白骨精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20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158 号

49 三国杀传奇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999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RPG
194号

50 三国战神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265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017 号

51 少年三国志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4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478 号

52 少年西游记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648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3519 号

53 圣魂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517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2692 号

54 守护者们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337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664 号

55 塔王之王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1057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SLG
007号

56 坦克突击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62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SLG
1183 号

57 探墓风云 境内 联合运营
京新广字

[2016]912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5246 号

58 天将雄师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06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SLG
0233 号

59 天堂战记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531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913号

60 天天爱仙侠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302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338 号

61 屠龙战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82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Ｗ-RPG
018号

62 屠龙之刃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477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777 号

63 屠神（新）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804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629 号

64 五虎将（蜂

鸟五虎将）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538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SLG
119号

65 武神赵子龙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338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443 号

66 仙变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463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686 号

67 仙剑奇侠传

五前传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出审字

[2013]12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258 号

68 仙灵世界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33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333 号

69 仙侠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856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RPG
048号

70 仙战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266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6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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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游戏名称
运营

范围
运营模式 前置审批文号 游戏备案审批

71 新花千骨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745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568 号

72 新秦时明月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362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876 号

73 星战风暴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829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135号

74 轩辕剑之天

之痕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172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Ｗ-RPG
0715 号

75 雪鹰领主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232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4643 号

76 血族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697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RPG
026号

77 一刀流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690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912 号

78 英雄万岁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213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SLG
0987 号

79 永恒之歌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866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5665 号

80 诛仙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233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4395 号

81 最佳阵容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572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CSG
0184 号

82 罪恶之城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47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560 号

83 作妖计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951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387 号

84 宠物小精灵 境内 联合运营
科技与数字

[2010]007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773 号

85 放开那三国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出审字

[2013]1478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074 号

86 格斗之皇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352号
文网游备字〔2014〕Ｍ-RPG
125号

87 剑灵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出审字

[2013]298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3027 号

88 三国名将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1547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197 号

89 射雕英雄传
3D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853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937 号

90 神 仙 道
2016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399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4664 号

91 蜀山天下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965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2348 号

92 问道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799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043 号

93 仙变 2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4]463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1913 号

94 新斗罗大陆

（神界篇）
境内 联合运营

科技与数字

[2011]430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2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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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游戏名称
运营

范围
运营模式 前置审批文号 游戏备案审批

95 新征途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130号
文网游备字〔2016〕Ｍ-RPG
0839 号

96 妖精的尾巴
2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1343号
文网游备字〔2015〕Ｍ-RPG
0476 号

97 倚天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5]818号
文网游备字〔2012〕Ｗ-RPG
041号

98 倚天屠龙记 境内 联合运营
新广出审

[2016]1664号
文网游备字〔2011〕C-RPG
161号

经查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中有关出版国产网络游戏作品审批的许

可程序，申请单位提交出版物审批申报材料至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省局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期限为自申请材料齐全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公司运营的正在办理的前置审批的游戏中，多数已经省级新闻

出版局同意，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受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已经取得前置审批、版号及正在办理前置审批的游戏共计 141款，该等游戏

自 2016年 1月至 9月的收入占公司当期游戏运营收入的比例为 73.11%；公司正

在准备材料拟递交申请的游戏共计 158款，该等游戏自 2016年 1月至 9月的收

入占公司当期游戏运营收入的比例约 23.83%。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 2016年 5月颁发的《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

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6]44号，2016年 7月 1日实施），2016年 7月 1日前

已上网出版运营的移动游戏（含各类预装移动游戏），各游戏出版服务单位及相

关游戏企业应做好相应清理工作，确需继续上网出版运营的，需于 2016 年 10

月 1日前到属地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补办相关审批手续。2016年 9月 19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顺延<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有

关工作时限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6）75号），将补办相关审批手续的时限

顺延至 2016年 12月 31日。

鉴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目前正在清理规范移动游戏的出版服务，并给予

游戏出版服务单位一定时限补办相关审批手续，公司根据未取得前置审批和版号

游戏的生命周期及收入情况，分批次委托有出版资质的第三方办理所运营游戏的

前置审批及版号情况。

公司已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就其正在运营的尚未取得前

置审批的游戏，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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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有出版许可资质的第三方签署合同，委托第三方办理部分运营游戏

的前置审批和版号；

（2）已上线运营的游戏，需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提供游戏前置审批手续；

（3）若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仍未提交相关审批、版号，则相关游戏将于

当日全部作下架处理。

为了降低在运营游戏或者推广游戏因为未完成前置审批手续而被强行下架

的业务风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章咏与曾新乾出具《承诺函》，承诺并保证将积

极督促和协助申请人完成运营游戏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手续；如申请

人未来因其运营的相关游戏未及时取得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手续而受到

主管部门罚款或其他行政处罚，实际控制人承诺全额承担。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正在运营的部分游戏未取得前置审批、版号，不符合相

关规定。鉴于《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对游戏运营企业运营的未取

得前置审批的移动游戏给予一定的整改过渡期，公司针对前述规范运作上的瑕疵，

已经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办理相关审批及版号，对于未如

期取得审批、版号的游戏承诺做下架处理，且报告期内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未对公

司经营活动提出异议，亦未对公司做出相关方面的行政处罚，同时公司实际控制

人承诺将对可能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前述事宜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

成重大法律障碍。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的公司正在规范、办理的审批外，

公司已具备经营业务所需的必要资质、许可、认证，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

情况。

七、《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1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业务是否符合《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的规定进行逐条核查并详细分析，对是否存在被警示、暂停发布、下

架应用程序的风险，对公司的业务合规性、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发表明

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答复：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查阅了申请人的主要业务合同、申请人出具的说明运营方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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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用户注册协议，登录公司官方网站，并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1. 公司属于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

根据《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是指通过预装、下载等方式获取并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上、向用户提供信息服

务的应用软件；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是指提供信息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程序所有者或运营者；互联网应用商店是指通过互联网提供应用软件浏览、搜索、

下载或开发工具和产品发布服务的平台。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说明，公司独家运营或非独家运营的游戏通过制作

成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方式供用户下载、安装，并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上，公

司通过其提供信息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能够获取到注册用户的信息和记

录，因此，公司是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运营者。公司未从事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

并非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

2. 公司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符合《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

根据本所律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理解，该规定

第五条至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对在境内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

务的企业进行规范管理，现就该条款逐条分析：

（1）《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5条规定：通过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应当依法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

公司取得的资质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之“九、申请人的业务（一）申请

人的主营业务”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六、《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除《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以及部分网络游

戏尚未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同意游戏出版运营批复以外，公司具备其经营

业务所需的相关资质。

（2）《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6条规定：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提供者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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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制作、

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运营的网络游戏均已取得文化主管部门有关国产网络游戏运营的备案，即公

司运营的游戏已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查，游戏内容不存在宣扬暴力、色情、赌博、

违背社会公德等违法违规内容，不存在违反《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和《网

络游戏管理暂行规定》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同时，公司在其《910APP九玩游戏

帐号服务协议》中约定了论坛规则和帐号规则，不允许出现宣扬反动、封建迷信、

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教唆犯罪等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以及

任何包含种族、性别、宗教歧视性和猥亵性的信息内容，如有上述情况，公司予

以封号处理。

（3）《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7条规定：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履行以下义务：1、按照“后

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真实身份信息

认证。2、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保护机制，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同

意。3、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管理机制，对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内容的，视情采

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4、依法保障用户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未向用户明

示并经用户同意，不得开启收集地理位置、读取通讯录、使用摄像头、启用录音

等功能，不得开启与服务无关的功能，不得捆绑安装无关应用程序。5、尊重和

保护知识产权，不得制作、发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用程序。6、记录用户日

志信息，并保存六十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通过其提供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对注册用户进行了身份证号码及移动电

话号码的身份信息认证，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安装过程中保障了注册用户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在《910APP九玩游戏帐号服务协议》中约定了用户隐私权、用

户帐号密码安全及保护的相关条款以及对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内容的处置措施，并

记录和保存了用户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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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九条：互联网应用商店服

务提供者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共同遵守法律法规和平台公约。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作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

供者与平台之间签订联运协议等合同文本，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5）《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设置了反馈信

息窗口，公示了客户联系电话、邮箱、QQ、微信及服务时间，以便接受注册用

户的举报、投诉等反馈。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

公司正在运营的部分网络游戏尚未取得前置审批及版号，存在被主管机关下架的

法律风险（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六、《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11”）

外，公司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不存在被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给予

警示、暂停发布、下架应用程序的情况，亦不存在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属于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公司通过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符合《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的规定，除正在运营的部分网络游戏尚未取得前置审批及版号，存在被主管机关

下架的法律风险，公司不存在被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给予警示、暂停发布、下架应

用程序的情况， 亦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形。

八、《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13

关于子公司，请公司按照《关于挂牌条件使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披

露子公司信息，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以及子公司业务资质齐备性、

业务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答复：

（一）核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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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子公司的工商档案、子公司章程、业务资质证书、主要业务

合同，子公司取得的守法证明，并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核查。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设有 4

家子公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1. 子公司基本信息

（1）上海手盟

名称 上海手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114MA1GTBY83H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章咏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5月 13日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真南路 4268号 2幢 J1004室

营业期限自 2016年 5月 13日 营业期限至 2046年 5月 12日

经营范围

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动漫设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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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嘉定区市场监管局 核准日期 2016年 5月 13日

实收资本 0万元 股权结构 申请人：100%

管理人员 章咏担任执行董事，曾新乾担任监事

历史沿革 上海手盟自成立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过股权变动

（2）万游星空（香港）

名称
万游星空互动娱乐（香港）有

限公司
登记证号码 63240277-000-04-14-1

成立日期 2014年 4月 10日

地址 FLAT 2,19/F, HENAN BLDG 90-92,JAFFE RD WANCHAI,HONG KONG

实收资本 40万美元

股权结构 申请人：100%

历史沿革

万游星空（香港）系由 Mega Fun Group Limited 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设立，设

立时股份数为 10股，每股 0.1港元；2016年 2月，万游星空（香港）向原股东

增发股份 31,249,990股股份，每股 0.1港元，增资后，万游星空（香港）注册资

本为 3,125,000 港元；之后，手盟有限以 40 万美元的价格从 Mega Fun Group
Limited处受让万游星空（香港）100%的股权。

（3）北京万游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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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北京万游星空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07397917959E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章咏

注册资本 140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4年 7月 2日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3号楼 8层 8531房间

营业期限自 2014年 7月 2日 营业期限至 2044年 7月 1日

经营范围

研发计算机软件、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及产品；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经济信息咨

询；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4年 7月 2日

实收资本 28.028万美元 股权结构 万游星空（香港）：100%

管理人员 刘红柳担任执行董事，章咏担任经理，曾新乾担任监事

历史沿革

2014年 6月 27日，北京万游星空取得北京市石景山区商务委员会核发的《关于

设立北京万游星空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批复》（石商务批[2014]43号），批准北

京万游星空设立；2015年 1月，股东缴纳了首期出资 28.028万美元，已经北京

全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京全企验字[2015]第 V-0008号”验资报告

审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万游星空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

（4）立早网络

名称 广州立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MA59EJ3M14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孙亮

注册资本 1000万 成立日期 2016年 8月 25日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自编 1号楼)X1301-A1865（仅限办公用途）

营业期限自 2016年 8月 25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游戏软件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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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沙

分局
核准日期 2016年 8月 25日

实收资本 0万元 股权结构 申请人：100%

管理人员 孙亮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沈红莉担任监事

历史沿革 立早网络自成立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过股权变动

2. 子公司符合《关于挂牌条件使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规定

（1）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设立、历次增资、股权转让均履行了内部审

批程序，并经主管部门审核登记，子公司设立及股权变动合法、合规。

（2）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经营范围和业务情况具



中伦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1

体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实际经营业务

1 上海手盟

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

发，动漫设计，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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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公司，暂无实际业务，拟从

事游戏的研发业务

2 万游星空

（香港）
--

暂无实际业务，拟作为公司自主

研发及独家代理的手机游戏产

品的境外发行商

3 北京万游星

空

研发计算机软件、通信技术、

网络技术及产品；提供上述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经济信

息咨询；投资咨询；商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暂无实际业务，拟作为公司自主

研发及独家代理的手机游戏产

品的境外发行商

4 立早网络

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

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游戏

软件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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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公司，暂无实际业务，拟从

事游戏的研发业务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子公司已经取得其现阶段所需的

经营证照；鉴于上述子公司均尚未开展实际经营，因此公司尚未取得其拟从事业

务所需的行政许可或相关资质。

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核查，子公司不在因违法违规经营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子公司的

关联关系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子公司兼职

1 章咏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海手盟执行董事、北京万游星空经理

2 曾新乾 董事、副总经理 上海手盟监事、北京万游星空监事

3 孙亮 监事会主席 立早网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4）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均为互联网企业，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等业

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经营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和

配置污染处理设施，也无需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制定环境保护制度、公开披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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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九、《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之 14

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说明核查手段、核查过程和核查结

论：（1）是否（曾）存在股权代持，代持的原因以及代持解除的具体情况；（2）

代持的形成、变更、解除事项是否已经取得全部代持人和被代持人的确认，是

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潜在的纠纷和风险。

答复：

（一）核查方法

本所律师查阅了申请人历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申请人

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东出具的承诺书。

（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根据《法律意见书》第七节“申请人的设立及股本演变（二）手盟有限的股

权结构演变”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请人历次股权转让均真实有效，系转让方、

受让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受让方与转让方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潜在的纠纷和风险。

十、其他问题

（一）诉讼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存在一起正在进行的诉讼，

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 8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起诉状，腾讯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手盟网络开发的一款

单机游戏“雷霆战机-弹幕无双”侵犯其注册商标权“雷霆战机”为由，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手盟网络及另一被告广州爱九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 100万元。2016年 8月 24日，公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

权异议申请，被法院驳回；2016年 9月 28日，公司对法院的驳回申请提起上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经核查，另一被告广州爱九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手盟网络之间不存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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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手盟网络系于 2014年初开始运营“雷霆战

机-弹幕无双”游戏，原告所主张的被侵权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保护期限的起始日

分别为 2015年 2月 21日及 2016年 1月 21日，均在手盟网络使用之后，手盟网

络不存在侵权的主观恶意，同时，在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后，公司即将涉嫌侵权的

游戏予以下架处理，且根据公司确认，最近一期，公司该款游戏收入在公司总收

入中的占比约为 0.04%。

据此，上述诉讼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法律障碍。

（二）资产

1．商标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游星空（北京）新

增一项注册商标专用权，并已将专用权转让给手盟网络的子公司，具体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商标图样 类别 注册号 有效期限

1 万游星空（北京） 35 16502256
2016.05.28-
2026.05.27

经核查，万游星空（北京）已经将上述注册商标的专用权转让给手盟网络的

子公司北京万游星空。根据万游星空（北京）、北京万游星空出具的确认文件及

与申请人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申请人有权无偿使用上述注册商标。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新增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3项，具体如下：

序号 登记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取得方式
首次发表

日期

1 2016SR245460 冰火王爵手机游戏软件[简称：冰

火王爵] 手盟有限 原始取得 未发表

2 2016SR271294 情天大圣手机游戏软件[简称：情

天大圣] 手盟有限 原始取得 未发表

3 2016SR273409 百战封仙手机游戏软件[简称：百

战封仙] 手盟有限 原始取得 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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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域名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人子公司上海手

盟新增一项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域名类型 注册日期 有效日期

1 910you.com 国际 2014.02.26. 2017.02.26.

本所律师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除已经披露的信息外，暂未发

现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未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由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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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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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章小炎

经办律师：

程俊鸽

金 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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