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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紫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主办券商”）

作为推荐天津紫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藤科技”或“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主办券商，收到贵公

司关于天津紫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国都证券会同拟挂牌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核查，

就审核员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回复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公开转让

说明书》具有相同含义，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修改的已用楷体

加粗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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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

的相同。 

 

二、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不加粗）：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补充披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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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披露的报告期内部分重大合同

为高拍仪等硬件销售合同。2017 年 1-6 月，公司的主营业务收

入已经以高拍仪、手写屏等硬件销售收入为主。请主办券商核查

如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的业务模式是否已转变为单

纯销售办公硬件，该类业务是否属于系统集成业务的范畴。（2）

公司大量合同并非与最终客户签订，而是中标的直接客户向公司

采购，公司是否有独立获取项目的能力。（3）公司业务开展地域

范围较窄，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公司的业务模式是否已转变为单纯销售办公硬件，该

类业务是否属于系统集成业务的范畴。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1）获取并分析公司业务合同及其对应招标文件； 

（2）访谈公司高管了解公司业务模式； 

（3）访谈公司客户，明确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业务内容； 

（4）实地察看公司已经部署完成的系统集成。 

2、分析过程 

获取公司业务合同及其招标文件，公司招标文件及业务合同

明确公司的业务合同是软硬件结合的系统集成；公司的“三级服

务四级联动系统”平台集成了对公司硬件产品手写屏、高拍仪的

技术支持，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集软件与硬件于一体的电子政务系

统，使政府各级单位日常协作、公文传送、事项审批等更加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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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使信息在市县各部门、乡镇、村之间的沟通更加及时有效、

有序可控，从而全面提高办公办事效率和管理应用水平。由于部

分政府部门通过采取乡镇先试用再推广至全县使用的政策，前期

公司已为相关行政审批中心部署行政审批系统及部分硬件产品，

后期推广至全县各级乡、镇、村使用时，行政审批中心需公司技

术人员对硬件产品进行调试后与行政审批系统配套使用，因此公

司销售的高拍仪、手写屏等属于系统集成范畴。 

通过对公司高管访谈，公司的行政审批系统按照功能需求制

定统一硬件集成标准，高拍仪、手写屏等硬件设备按照标准要求

提供标准的中间件设备访问接口、调用接口，行政审批系统通过

网页标签加载中间件对象，调用硬件设备功能，获取数据，以形

成完整的集拍照、签批、文件传输等功能的行政审批系统。 

项目组实地访谈公司政府客户，确认公司提供的是一整套软、

硬结合的智慧政府系统解决方案，不是单纯的硬件销售。 

项目组同时实地察看了公司已经部署完成的系统化集成项

目，项目为软件和硬件相结合，政府部门人员用“三级服务四级

联动系统”平台和高拍仪、手写屏等硬件产品协同办公使用。公

司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硬件部分，是一套软硬件结合的智慧政府系

统集成。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度 

智慧政府系统集

成收入 

占智慧政府系统

集成收入比例（%） 

智慧政府系统集

成收入 

占智慧政府系统

集成收入比例（%） 

硬件部分 6,127,225.85 81.36 2,639,106.36 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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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年 1-6月 2016年度 

智慧政府系统集

成收入 

占智慧政府系统

集成收入比例（%） 

智慧政府系统集

成收入 

占智慧政府系统

集成收入比例（%） 

软件部分 1,403,498.81 18.64 2,356,788.42 47.17 

合计 7,530,724.66 100.00 4,995,894.78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报告期智慧政府系统集成收入中软硬件构

成比例发生变化，硬件部分收入占比从 2016 年的 52.83%提高至

2017 年 1-6 月的 81.36%，软件部分占比从 2016 年的 47.17%下

降至 2017 年 1-6 月的 18.64%。公司 2017 年软件部分收入金额

及占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6年完成沧州市青县、河间市、

海兴县、南皮县、运河区 5 个县市的智慧政府电子政务软件部署，

2017 年 1-6 月完成沧州黄骅市和开发区 2 个县市的智慧政府电

子政务软件部署；每个县级行政单位部署软件的价格大体相同，

2017 年 1-6 月部署的县级行政单位数量较 2016 年减少，使得软

件收入减少。 

单位：元 

2017 年 1-6月  智慧政府系统硬件收入   智慧政府系统硬件成本  

河间市 2,181,511.94 1,270,401.71 

黄骅市 2,307,789.71 962,386.22 

合计 4,489,301.65 2,232,787.93 

总体硬件收入 6,127,225.85 3,193,711.01 

占比 73.27% 69.91% 

如上表所示，由于河间市和黄骅市两个县级行政单位为沧州最大

两个行政单位，相关村镇较多，2017 年 1-6 月其软硬件系统集

成过程中，其采购部署的硬件部分较多（2017 年 1-6 月黄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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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产生收入 230.78 万元，河间市硬件产生收入 218.15 万元；

其中河间市智慧政府软件系统已于 2016 年完成部署，2017 年因

河间市辖区乡镇较多，补充采购相关硬件产品），进而使得智慧

政府硬件收入占智慧政府系统集成收入占比提高。公司报告期智

慧政府系统集成只是软硬件比例发生变化，公司提供整体智慧政

府信息化系统集成的业务模式未发生变化。 

3、核查结论 

由于不同期间面对的客户及其部署进度不同，其采购的硬件

比例不同，造成公司硬件部分收入的增加和比例提高，但公司报

告期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主要业务为政府部门提供软、硬件结

合的智慧政府信息化系统集成业务。 

（2）公司大量合同并非与最终客户签订，而是中标的直接

客户向公司采购，公司是否有独立获取项目的能力。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1）获取并分析公司客户构成情况及签订合同情况； 

（2）访谈公司高管了解公司与非最终客户签订合同的原因

及背景； 

（3）对与非最终客户签订的合同进行相关分析。 

2、分析过程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中客户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6月 2016年度 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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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元） 
占比

（%） 
金额（元） 

占比

（%） 
金额（元） 

占比

（%） 

最终客户 8,598,246.51 95.04 6,947,025.43 92.44 233,298.51 100.00 

非最终客户 448,717.95 4.96 567,872.61 7.56 - - 

合计 9,046,964.46 100.00 7,514,898.04 100.00 233,298.51 100.00 

公司报告期内来自于非最终客户的收入比例较小，其占公司

收入比例 2016 年度、2017 年 1-6 月分别为 7.56%、4.96%。来自

于非最终客户的收入金额、占比较小，对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公司对其不具有依赖性，公司具备独立获取项目的能力。 

报告期期内收入来自于非最终客户的合同如下： 

单位：元 

期间 非最终客户 
最终客

户 
合同 合同金额 确认收入 

2016年度 

河北世窗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市南

皮县 

高拍仪、

手写屏 
92,378.00 78,955.53 

河北世窗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市南

皮县 

高拍仪、

手写屏 
63,954.00 54,661.53 

河北广电网络集团

沧州有限公司 

沧州市运

河区 

运河区

项目硬

件销售

合同 

508,079.00 434,255.55 

2016年度合计  567,872.61 

2017年 1-6月 
沧州盈科电子有限

公司 

沧州市南

皮县 

南皮县

项目高

拍仪销

售合同 

525,000.00 448,717.95 

2017 年 1-6月合计  448,717.95 

报告期尚未确认收入的非最终客户合同主要包括以下： 

单位：元 

序

号 
非最终客户 

最终客

户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沧州市分

沧州市

吴桥县 

吴桥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四

级服务平台建设及运维服务项
3,887,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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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非最终客户 

最终客

户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公司 目集成设备采购及软件服务合

同 

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沧州市分

公司 

沧州市

吴桥县 

吴桥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四

级服务平台建设及运维服务扩

展项目 

1,516,570.00 

3 
河北腾达新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市

青县 

青县政务中心四级服务平台系

统配套集成设备销售合同 
737,352.00 

合计 6,141,462.00 

报告期尚未确认收入的合同 19,609,877.00 

占比 31.32% 

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沧州

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为向沧州市辖下吴桥县、运河区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提供四级服务平台建设、系统集成硬件及运维

服务。中国联通和河北广电属于整体系统集成商（包括网络建设

和服务器、显示器等部署运营），公司业务专注于“三级服务四

级联动”平台的部署运营，部分县市政府基于统一采购的考虑，

由整体系统集成商在政府采购中取得政府信息系统采购整个标

段，但整体系统集成商不具备行政审批服务平台及相关硬件产品

系统集成能力，因此向紫藤科技进行采购相关“三级服务四级联

动”的软硬件。公司在整体系统集成商签订合同之前，已经与相

关县市进行了充分的技术沟通，相关县市认可公司已经在其他县

市成功部署“三级服务四级联动”平台的经验。公司获取此类业

务合同是基于公司自身业务能力、经验和与政府部门积极技术沟

通，是正常的合理的商业逻辑，不存在特殊利益安排和依赖，是

市场中常见的从整体系统集成商中获取业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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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河北腾达新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沧州盈科电

子有限公司、河北世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的合同

都为公司正常业务发展中获取的合同，金额相对较小，且都为单

一合同，公司与其合作过程中都是先收款后进行合同执行，公司

与其合作不具有长期性，与上述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没有特殊

利益安排，公司对其不存在依赖性，公司具有独立获取项目的能

力。 

3、核查结论 

综上，项目组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来自于非最终客户的收入比

例较小，公司对其不具有依赖性，公司具有独立获取项目的能力。 

报告期后公司获取了非最终客户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沧州市分公司的合同，金额相对较大，但公司获取合同主要依

靠公司在沧州地区成功部署运营“三级服务四级联动”平台的经

验和公司前期与最终客户—政府部门及中国联通的积极技术沟

通，公司获取合同具有合理性，不对非最终客户具有依赖性，具

有独立获取项目的能力。 

（3）公司业务开展地域范围较窄，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收入地域分类； 

（2）分析公司沧州区域外获取合同的情况； 

（3）访谈公司高管了解公司现阶段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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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过程 

报告期公司收入地域分类如下： 

地区名称 

2017 年 1-6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沧州市 8,101,479.31 89.55 5,608,461.33 74.63 97,087.38 41.62 

其他地区 945,485.15 10.45 1,906,436.71 25.37 136,211.13 58.38 

合计 9,046,964.46 100.00 7,514,898.04 100.00 233,298.51 100.00 

公司 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来

自于沧州市的收入分别为 810.15 万元、560.85 万元和 9.71 万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9.55%、74.63%和 41.62%。

公司现阶段存在业务开展地域范围较窄、业务区域集中的风险。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业务区

域较为集中的风险”披露相关风险。 公司将在未来期间在以下

方面积极进取，持续提高自身持续经营的能力：  

（1）根据沧州市政府文件，积极推进沧州市下辖区域“三

级服务四级联动”平台建设 

公司着眼于国家不断推广电子政务系统的政策，根据其拥有

的系统集成的经验和沧州市人民政府于 2016年 7月关于印发《沧

州市推广肃宁县三级服务四级联动经验工作方案》的通知（沧政

字[2016]17 号）要求，加强与沧州市各个区、县的技术沟通，

积极参加沧州市各个区、县的招投标工作，陆续部署完成肃宁县、

河间市、青县、黄骅市海兴县、南皮县、孟村县、运河区、开发

区 9 个沧州县“三级服务四级联动”平台软硬件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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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二季度后公司继续获取了沧州市任丘市、吴桥县、泊

头市、高新区 4 个县一级行政单位的“三级服务四级联动”平台

软硬件系统集成部署项目（共计 853.28 万元），公司积极部署，

2017 年下半年以后期间将陆续确认收入。 

（2）积极服务现有客户的运维工作 

公司在沧州市各个县级行政单位部署完成“三级服务四级联

动”后，将持续参与“三级服务四级联动”运营维护，获取持续

的运营维护收入（单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年运维收入约 40 万，截

止目前已有 9 个县开始运维）。 

（3）积极获取现有客户新的智慧政府项目（不同于“三级

服务四级联动”项目） 

公司现有运维人员在运维过程中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不断

获取政府新的需求，获取新的智慧政府类业务合同（如 2017 年

10 月签订的沧州市肃宁县“中介超市”信息化管理系统采购合

同（19.00 万元）、2017 年 11 月签订的沧州市肃宁县政务服务中

心二代证指纹阅读终端设备销售合同（52.85 万元）、2017 年 12

月中标的河间市行政审批综合平台系统及中介超市信息化管理

系统（97.99 万元），持续提高沧州市各级政府的智慧政府建设

水平。 

（4）积极开拓沧州市以外智慧政府项目 

公司在深耕现有客户和地域的同时，陆续开拓沧州以外地域的项

目，如 2017 年 1 月签订合同河北承德平泉县“中介超市”信息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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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采购项目（30.00 万元）、2017 年 8 月签订合同的山东济南市

槐荫区智慧政府（75.00万元）、2017年 11月签订合同的河北唐山乐

亭县“互联网+政务服务”（116.00 万元）、2017 年 10 月签订合同的

河北邯郸邱县三级网络便民服务项目（92.55 万元）。公司将在以上

区域提供良好的服务，积极与政府客户沟通，以此打开新的地域，获

取新的持续的业务机会。 

除此以外公司还在积极拓展陕西汉中智慧城市、重庆数据谷智慧

园区、内蒙古赤峰智慧政务等智慧政府项目。 

（5）公司基于现有银行渠道，获取银行新需求，积极开拓金融

板块收入来源 

公司 2017 年以来通过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沟通得知，银行存在激活掌上银行下载数量，提高银行掌银支付动账

率和二维码交易量的需求，公司将自主研发的智能物联网模块加载到

咖啡机、照片打印机以适应移动支付场景，帮助银行解决多场景支付

所遇到的问题，给客户在移动营销方面带来便利。2017 年 1-6 月公

司销售了 43 台智能咖啡机，在相关客户签收安装调试单后确认了

19.65 万元收入；2017 年 6 月至今已有 220 多台（单价 4800 元/台）

智能咖啡机和 130多台（单价 4800元/台）智能照片打印机陆续销售，

其安装调试完毕后将确认收入 140多万元。 

同时根据公司 2017年 5月 31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签订

《软件开发外协服务采购协议》，公司为其提供技术外协服务，参与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项目开发、测试、培训、推广、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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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7年第三季度的服务工作量确认单,已经确认收入约 40万元。 

3、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存在业务开展地域范围较窄，业

务区域集中的风险，但公司积极深耕现有业务区域，报告期及报

告期以后持续不断获取新的客户、新的业务，陆续获取沧州市以

外区域智慧政府业务合同，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开拓金融板块的收

入，公司在可预见期间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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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复】 

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项目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公司报告期初至反馈意见回复日的银行对账单、往来

明细账及余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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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公司所有关联方清单、关联方交易资料，确保关联方

无任何重大遗漏； 

（3）核查银行往来入账的完整性，核查是否存在遗漏的关联方

资金占用； 

（4）核查了大额预付款、大额非关联方其他应收款；查阅《审

计报告》。 

2、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关联方名单；查阅了报公司告期内及申报审

查期间科目余额表、银行对账单、关联方往来明细账及支付凭证；查

阅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

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工商登记资料；对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管理层进行了访谈；获取了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声明承诺。 

3、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

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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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三）公司报告期内不应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如有，

应在申请挂牌前予以归还或规范。”的规定，符合挂牌条件。 

【律师回复】 

律师认为，报告期初至今，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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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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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规定，

报告期内不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初至今，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

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

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

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

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

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

具明确意见。 

（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项目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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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

询系统、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委员会官方网站、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天津市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官方网站、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官方网站、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等公开查询

平台； 

（2）取得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征信报告》、《个人信用报告》、户

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上述人员出具的有

关声明和承诺等； 

（3）访谈了公司管理层相关人员； 

（4）核查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 

（5）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2、分析过程 

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用中

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官

方网站、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官方网站、天津市环境保护

局官方网站、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等公共信息平台，查阅公司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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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征信报告》、《个人信用报告》等资料，公司及上述人员自报告

期期初至今，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

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违

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两年内对所任

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不存在个人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不存在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

等的情形，也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诉

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未发

现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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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名单，或者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

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

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不存在控股子公司。 

3、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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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均不存在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符合监管要求。 

（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

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1、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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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询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官方网站、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官方网站、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

站、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等公共信息平台，查阅公司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征

信报告》、《个人信用报告》等资料，未发现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违法行为而被

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

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 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I6520）。

公司主营业务是信息化系统集成、运行维护服务及技术服务，参照《环

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

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紫藤科技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另外，

公司日常经营不存在生产工序，所经营的业务对环境不造成污染，因

此，公司不需要取得相应的环保资质。经主办券商核查工商部门、税

务主管部门、社保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报告期内公司无违法违

规证明及公司出具的有关报告期内合法合规经营的说明，公司符合

“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2、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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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

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

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律师回复】 

律师认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

戒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

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

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就北京分公司住所地与

实际办公地不一致采取规范措施的有效性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

司补充披露相关事宜。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项目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实地查看北京分公司办公地址； 

（2）核查工商登记资料； 

（3）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获取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天津紫藤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的规范

措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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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过程 

北京分公司的住所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5

号楼 3 层 38 号；实际办公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发展大

厦 C 座 702（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4 号 3 号楼 6 层 702），房

屋所有权人为郑婷。公司 2016 年 6 月决定设立北京分公司，并与郑

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其所有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4

号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 C 座 702 室用于北京分公司办公使用，但由于

该地址已被房屋所有人郑婷作为中财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地

址，因此该地址无法进行北京分公司地址注册，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与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北京市石景山

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5 号楼 3层 38 号，并将此地址作为分公司注册地

址，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存在不一致主要系客观原因所致，

不存在故意规避监管的情形。 

北京分公司存在注册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不一致的情形，截至反

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工商管理部门、税务管

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未因此遭受工商管理部门及税务管理部门的

行政处罚，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2016修正）》第十二条规

定，公司的住所是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

公司的住所只能有一个。公司的住所应当在其公司登记机关辖区内。

第六十八条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

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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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办公

地址不一致的情形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针对分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公司已启动

通过对经营地房屋使用权进行分割的方式在经营地址设立分公司的

工作，以解决分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的问题。 

2017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南志鹏、郭晓晖出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

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的承诺》：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在现

经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4 号 3 号楼 6 层 702 处设立分

公司以解决上述分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如因

上述问题发生处罚，将承担全部费用，或在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费用

的情况下，及时向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确保公司不会遭受任何损失。 

3、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虽然北京分公司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场

所不一致，不符合《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规范之处，但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并

未收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及税务管理部门的处罚。公司就注册地址与

经营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已启动在办公地址设立分公司的规范程序，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南志鹏、郭晓晖已就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

不一致的问题作出承诺：在 2018 年 6月 30日前在现经营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4 号 3 号楼 6 层 702 处设立分公司以办理解决

分公司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并承担在此期间可能发生的全部罚款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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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 公司业务情况”之“四、

收入构成及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之“（三）报告期内对公司持续

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2、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 C座 702为北京分公司实际办公地址，

房屋所有权人为郑婷。北京分公司存在注册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不一

致的情形，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未因此遭受工商管

理部门、税务部门的行政处罚。2017年 12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南志鹏、郭晓晖出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天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的承诺》：将

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在现经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4

号 3号楼 6层 702处设立分公司以解决上述分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经

营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如因上述问题发生处罚，将承担全部费用，或

在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费用的情况下，及时向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

确保公司不会遭受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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