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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本次申请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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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相关法律事宜出具了《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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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一次反馈意见》，就有关法律事宜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诚享

东方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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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厦门诚享东方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第二次反馈回

复》”），就有关法律事宜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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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补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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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

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列声明事项

一致；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词语、词汇与《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同样的词语、词汇具有相同的涵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用简称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

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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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说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述词语分别具有

以下含义： 

诚享东方、公司、

申请人 

指 

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系由“厦门诚享东方化妆品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而来 

诚享有限 指 厦门诚享东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优迪投资或厦

门碧优迪 

指 

厦门碧优迪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的股东

之一 

慈聚投资或厦门

慈聚 

指 厦门慈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的股东之一 

厦门市药监局 指 厦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挂牌指引》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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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公司章程》 指 

《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包括对其不时进行修订

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章程（草

案）》 

指 《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办券商、兴业证

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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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致同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中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公开转让说明

书》 

指 《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审计报告》 指 

致同出具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7）第 350ZB0050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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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

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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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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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次申请或本次

挂牌 

指 

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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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指 2015 年和 2016 年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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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对《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一、问题 1 

反馈问题： 

请主办券商、律师对公司是否与厦门碧优迪签订对赌协议，公司成为特殊

条款义务承担主体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厦门碧优迪全体合伙人，并查

阅公司及厦门碧优迪出具的书面声明，公司与厦门碧优迪之间未有存在签订对赌

协议等特殊权利安排，不存在“对赌”等投资价格调整、优先权、反稀释、拖带

权、认沽权等特殊条款或利益安排或其他可能影响到公司股权稳定性、明晰性或

影响公司治理及正常运营的安排，公司未有成为特殊条款义务承担主体的情形。 

二、问题 2 

反馈问题：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说明公司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代收代付货款的行

为，是否符合《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回复： 

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部分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代收代付货款

或运费的具体明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相关个人出

具的承诺等方式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 

（1）《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 45 条第二款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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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套取银行信用”，第 65 条第一款规

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违反本办法规定将单位

款项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 60 条规定“持卡人将单位的现金存入单位卡帐

户或将单位的款项存入个人卡帐户的，中国人民银行应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卡所

属单位及个人卡持卡人处以 1000 元人民币以内的罚款”。 

（2）报告期内，公司绝大部分货款均通过公司账户（含以公司名义开设的

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收取。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各收款渠道收款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支付宝 81,669,103.55 67.10% 20,026,432.64 70.98% 

银行 29,482,234.77 24.22% 7,781,183.35 27.58% 

微信 7,357,482.64 6.05% - 0.00% 

银联 3,116,804.20 2.56% 405,347.20 1.44% 

京东钱包 78,075.58 0.07% - 0.00% 

苏宁易付宝 2,366.07 0.00% - 0.00% 

合计 121,706,066.81 100.00% 28,212,963.19 100.00% 

注：2016 年公司通过微信支付收款金额主要为信购商城平台代收货款，期末余额为

256,927.51 元。 

公司目前使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均以公司唯一名义设立，并对应一个或

多个公司账户，相关收付行为符合公司资金管理规定。 

（3）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代收代付货款

出于便利客户及时付款或收款的考虑，主观上不存在故意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金额、占比较小，代收货款均在短期内转入公司账户，不存在挪用公司

货款的情形，公司已将关联方的代付货款支付给相关方，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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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情形；未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亦未有因此受到银行主管部门、税收主管部门的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关联方个人账户代收代付货款的情况，但占公司货

款金额比例较小，具体如下： 

关联方 内容 2016 年 2015 年 

陈俊希 代垫固定资产采购款 - 843,969.00 

吴小娟 

代付货款 39,718.98 168,968.80 

代收货款 3,429.00 - 

吴慧娟 代收货款 22,349.50 5,081.00 

吴丽娟 代收货款 530.00 636.00 

吴鸿波 代收货款 562.00 106,497.00 

陈秋英 代收货款 504.00 41.00 

兰远凤 代收运费 56,092.60 - 

2015 年，公司业务处于初创阶段，资金周转能力较弱，陈俊希代公司采购

了办公设备、电子设备等固定资产。报告期内，吴小娟系商品部总监，负责货品

采购，吴慧娟、吴鸿波系市场部渠道总监，负责经销商开发，出于业务便捷考虑，

存在使用个人及亲属吴丽娟、陈秋英的支付宝账户代收代付货款行为。2015 年、

2016 年，公司通过吴小娟代付货款金额分别为 16.90 万元、3.97 万元，占当期营

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2.72%、0.14%，占比较小；2015 年、2016 年，公司通过吴

小娟等人代收货款金额分别为 11.23 万元、2.74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0.66%、0.03%，占比较小。关联方代收的货款均在短期内转至公司账户，

未用于其他用途，不存在挪用公司货款的情形；公司已将关联方的代付货款支付

给相关方，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此外，在与经销商合作过程中，考虑

到寄方付运费的情况下运费成本较低的实际情况，出于经销商降低运费成本的需

求并体现公司对经销商的支持，2016 年公司存在于货品寄出时先为经销商代垫

运费，经销商其后将公司代垫的运费转入兰远凤的支付宝账户，再由兰远凤统一

将代收的运费转入公司支付宝账户的行为。兰远凤代收的运费 2016 年全年合计

5.61 万元，且均在短期内转至公司账户，未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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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公司部分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代收代付小额货款的

行为，虽然不完全符合《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彼时公司的客户主要为自然人，考虑到为了更

加方便客户及时付款或收款，公司部分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代收客

户应支付给公司的货款。在代收方代收货款之前，公司和客户会对涉及的货款金

额进行确认；在代收方代收货款之后，公司会定期核对代收货款金额并及时收取

代收方代收的货款。报告期内，代收代付货款金额及占公司货款的比例均较小，

且相关个人在代收货款后及时将代收的货款转入公司账户，不存在挪用公司货款

的情形，公司已将关联方的代付货款支付给相关方，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

形，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不存在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形，未有因上述情形受到银行主管部门、

税收主管部门的处罚的情况。 

2017 年 1 月 1 日，厦门市思明区国税局出具《涉税证明》，确认未发现公

司在报告期内欠缴税款和偷、漏税等违法违章情况；2017 年 1 月 18 日，厦门市

思明区地方税务局出具《涉税证明》，确认公司在报告期内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未发现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重大违法行为而被该局处罚的情

形，未发现因违反社会保险费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而被该局行政处罚的

情形。 

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出具书面声明，其在经营过程中依法缴税，不存

在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形，报告期内未有受到银行主管部门、税收主管部门行政处

罚的情形。 

（5）公司已制定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资金管理，确保不再发

生公司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账户代收代付货款或运费等的行为。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资金管理，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公司要求所有经销商

直接将货款转入公司账户，公司直接支付相关采购款，禁止使用个人账户代收代

付货款或运费；②公司制定了《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

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资金管理；进一步健全法

人治理结构，董事会和监事会监督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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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3 日，公司及相关个人已出具书面承诺，承诺未来不再发生代

收代付行为。2017 年 3 月 13 日以后，不再存在公司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支付

宝账户代收代付货款或运费的行为。 

综上，公司部分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代收代付货款或运费的行

为，虽然不完全符合《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主要系出于便利客户及时付款的考虑，主观上不存在

故意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代收代付货款金额及占公司货款的比例均较小，

代收方已及时将代收的货款转入公司账户，不存在挪用公司货款的情形，公司已

将关联方的代付货款支付给相关方，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未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不存在因此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形，未因此受

到处罚。公司已采取相关规范措施确保不再发生公司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账户

代收代付货款或运费的行为，公司及相关方已出具承诺。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部分关联方及员工使用个人支付宝账户代收代付货款或运费的行为，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二部分  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相

关信息更新 

一、公司的业务 

根据厦门市药监局出具的相关备案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网站，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就委托生产的需要进行

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的 63 款产品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完成了备

案：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1 韩菲诗俏颜美肤水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224 2014/11/21 

2 韩菲诗亮颜嫩肤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225 2014/11/21 

3 韩菲诗焕颜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226 2014/11/21 

4 韩菲诗保湿锁水喷雾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300 201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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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5 韩菲诗嫩肤玫瑰精华液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301 2014/12/01 

6 韩菲诗美颜隔离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302 2014/12/01 

7 韩菲诗水润保湿面膜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303 2014/12/01 

8 韩菲诗卸妆泡泡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304 2014/12/01 

9 韩菲诗水嫩洁面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476 2014/12/20 

10 韩菲诗焕颜洗颜泥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477 2014/12/22 

11 韩菲诗焕彩修护眼啫喱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478 2014/12/22 

12 韩菲诗毛孔清洁鼻贴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547 2014/12/24 

13 

韩菲诗高保湿活性萃取精华补水面

膜 

闽 G 妆网备字 2014000589 2014/12/26 

14 

韩菲诗/舒颜醒活套组/高保湿活性

萃取精华补水面膜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0007 2015/01/04 

15 SKINBANK 轻吻倾城唇彩 C02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1200 2015/05/18 

16 SKINBANK 轻吻倾城唇彩 C01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1209 2015/05/19 

17 SKINBANK 轻吻倾城唇彩 C03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1210 2015/05/19 

18 

伊索芙红石榴套组/石榴滋养乳液+

石榴晶透精华素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1335  2015/05/29 

19 SKINBANK 气垫 BB 霜自然色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1360 2015/06/02 

20 SKINBANK 焕彩魅惑甲油 J01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1495 2015/06/11 

21 赛姬 动感魅惑眼线液笔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2084 2015/07/21 

22 赛姬立体美型眉笔（深棕色）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2811 2015/09/10 

23 伊索芙焕颜紧致黑金控油面膜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2862 2015/09/16 

24 赛姬温感变色唇膏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2980 2015/09/28 

25 赛姬哑光雾面口红（玫红色）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2989 2015/09/28 

26 韩菲诗卸妆油+卸妆水组合装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027 2015/09/29 

27 SKINBANK彩虹蜜吻三色唇膏Y01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075 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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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28 SKINBANK彩虹蜜吻三色唇膏Y02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076 2015/10/10 

29 韩菲诗深海胶原精粹精华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414 2015/11/04 

30 韩菲诗深海胶原精粹保湿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415 2015/11/04 

31 韩菲诗深海胶原保湿洁面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416 2015/11/04 

32 韩菲诗深海胶原精粹保湿液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466 2015/11/10 

33 韩菲诗葡萄籽靓皙保湿精华水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468 2015/11/10 

34 韩菲诗紫苏美肌润颜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506 2015/11/16 

35 韩菲诗葡萄籽靓皙保湿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508 2015/11/16 

36 韩菲诗紫苏美肌保湿水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519 2015/11/16 

37 韩菲诗紫苏美肌保湿洁面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592 2015/11/20 

38 韩菲诗葡萄籽靓皙保湿洁面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5003596 2015/11/20 

39 韩菲诗 H2O 保湿修复面膜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0680 2016/04/27 

40 韩菲诗菁致奇迹系列组合装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0713 2016/04/29 

41 韩菲诗昵语香氛洗发露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0985 2016/06/01 

42 韩菲诗 昵语香氛沐浴露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0986 2016/06/01 

43 赛姬哑光雾面口红（复古红）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175 2016/06/22 

44 赛姬哑光雾面口红（橘色）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176 2016/06/22 

45 韩菲诗 无瑕隐形气垫 BB 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197 2016/06/23 

46 赛姬自然动感纤长睫毛膏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360 2016/07/11 

47 韩菲诗水性可剥甲油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393 2016/07/12 

48 韩菲诗黄金鱼籽精华眼膜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750 2016/08/22 

49 赛姬晶透雪肤粉饼（自然色）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945 2016/09/19 

50 赛姬立体修颜四色腮红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1977 2016/09/21 

51 韩菲诗水润丝滑身体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2233 2016/10/21 

52 

韩菲诗手部护理组合装（韩菲诗嫩

手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2470 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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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53 韩菲诗手部护理组合装(润手霜）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2471 2016/11/22 

54 

韩菲诗男士旅行三步曲套装（男士

旅行净透洁面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2472 2016/11/23 

55 

韩菲诗男士旅行三步曲套装(男士

旅行舒爽控油润肤乳)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2473  2016/11/23 

56 

韩菲诗男士旅行三步曲套装(男士

旅行洗发沐浴露) 

闽 G 妆网备字 2016002474  2016/11/23 

57 

韩菲诗高保湿活性萃取精华补水面

膜(盒装） 

闽 G 妆网备字 2017000380 2017/03/07 

58 韩菲诗泡泡净肤面膜 闽 G 妆网备字 2017000549 2017/03/21 

59 韩菲诗男士舒爽控油润肤乳 闽 G妆网备字 2017000786 2017/04/11 

60 韩菲诗男士净透洁面乳 闽 G妆网备字 2017000787 2017/04/11 

61 韩菲诗男士竹炭控油面膜 闽 G妆网备字 2017000791 2017/04/11 

62 

韩菲诗-臻颜焕彩套组-高保湿活性

萃取精华补水面膜 

闽 G妆网备字 2017000924 2017/04/24 

63 

韩菲诗-臻妍焕彩套组-蜂蜜滋养面

膜 

闽 G妆网备字 2017000925 2017/04/24 

二、公司的关联方及同业竞争 

1、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 36 号——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 号）

等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说明及通过的相关资料、相关方填写的调查问卷以及《审

计报告》，公司的关联方包括： 

1.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陈俊宇、实际控制人为陈俊宇和陈俊希。 

2.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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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陈俊宇、陈俊希、程文荣、碧优迪投资。 

3.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陈俊宇、陈俊希、程文荣、吴小娟、姚文答；公司监事：赖桂秀、

雷舒靓、陈紫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陈俊希、副总经理程文荣和吴小娟、

董事会秘书蔡雅虹，在董事会聘任财务总监之前，由总经理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

责。 

4. 其他主要关联自然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

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 公司的下属单位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有 1 家参股公司——厦门真尼纸业有限公

司。 

6.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包括北京京泰广业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陈俊宇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陈俊希担任该公司监事。 

7. 公司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如下：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的兼职/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其他单位兼职/任职情况 

兼职/任职单位 职位 
兼职/任职单位与公司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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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司职务 

其他单位兼职/任职情况 

兼职/任职单位 职位 
兼职/任职单位与公司关联

关系 

陈俊宇 董事长 
北京京泰广业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 

陈俊希 
董事兼总经

理 

北京京泰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监事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 

程文荣 
董事兼副总

经理 

厦门几多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监事 公司董事对外投资的企业 

吴小娟 
董事兼副总

经理 
厦门慈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制的企业 

姚文答 董事 

厦门汉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监事 公司董事对外控制的企业 

晋江市正隆民间资本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董事对外投资的企业 

湖北鸿特机械有限公司 监事 公司董事对外投资的企业 

厦门闻达兴贸易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公司董事对外控制的企业 

福建闻达机械有限公司 监事 公司董事对外控制的企业 

福建丰达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公司董事对外投资的企业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的其他企业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对外投资情况 

投资单位 投资单位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陈俊宇 董事长 
北京京泰广业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

电脑动画设计；包装装潢设计；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演出经纪。 

陈俊希 
董事兼总

经理 

深圳市德恒润飞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 

程文荣 
董事兼副

总经理 

厦门几多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业；建材批发；房屋建筑业；管道

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电气

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管理服务；园

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专业化设计服务；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

售。 

吴小娟 
董事兼副

总经理 
厦门慈聚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对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业总部管理。 

姚文答 董事 厦门碧优迪 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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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厦门汉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晋江市正隆民间资

本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在晋江市范围内从事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

理、项目投资 

湖北鸿特机械有限

公司 

在晋江市范围内从事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

理、项目投资 

厦门闻达兴贸易有

限公司 

批发、零售：工程机械及零部件（不含特种

设备）、汽车零配件、生铁、石材、皮革、

玩具、电线电缆、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化工原料

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福建闻达机械有限

公司 
工程机械加工；销售：工程机械配件、生铁。 

厦门千鑫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

务；企业总部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厦门橙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 

厦门彧铃壹号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 

厦门盛达亮洁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技术、新材料技术及其他推广服务；科

技中介服务及其他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农业机械、汽车零配件、电气

设备、五金产品及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

批发；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福建丰达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米粉、淀粉及淀粉制品、饼干、膨

化食品、调味料（固态）、水产加工品（干

制水产品）、糕点、紫菜、餐具、瓶（桶）

装饮用水、茶饮料、果汁及蔬菜汁、植物蛋

白饮料、罐头食品、饮料类保健食品；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涉

及前置许可，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同业竞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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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事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北京京泰广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该

公司所经营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差别较大，且分别独立运行，不构成同业竞争关

系。 

为避免同业竞争事宜，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主要内容如下： 

“截止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未投资控股其

他与厦门诚享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

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1）截至本承诺书签署之日，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生产、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

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

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自然人承诺人亦未在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

员。 

（2）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生产、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

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

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自然人承诺人将不会在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

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如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拓

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或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承诺人或承诺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股份公司

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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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营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

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4）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承诺人将向公司赔偿一切直

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不以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

而损害股份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 

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起正式生效，在承诺人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致行动人或在股份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持续有

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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