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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用语的具体含义是： 

序号 简称  全称 

1 公司、红点影视、股份公司 指 浙江红点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 红点有限、有限公司 指 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3 红点影业 指 
红点影业（上海）有限公司，系红点影视的全资子公

司 

4 红点发展 指 
上海红点影视发展有限公司，系红点影视的子公

司 

5 优发资管 指 上海优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红点影视的前股东 

6 红点禾宜 指 
东阳市红点禾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红点

影视的股东 

7 金玖惠通四期 指 
南通金玖惠通四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系红点影视的股东 

8 金玖惠通九期 指 
南通金玖惠通九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系红点影视的股东 

9 乐雍创投 指 
上海乐雍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红点影视的

股东 

10 子公司 指 红点影业和红点发展 

11 本次申请挂牌 指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 

12 申港证券、主办券商 指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4 《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字

[2018]15-40号） 

15 《公司章程》 指 《浙江红点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16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7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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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19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20 《标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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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转让方式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方式确定

及变更指引》 

22 《参考要点（试行）》 指 《挂牌审查一般问题内核参考要点（试行）》 

23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24 《私募基金管理办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25 《私募基金备案办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 

26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7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8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方便表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29 
报告期、近两年或近两年及

一期 
指 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1月1日至10月31日 

3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仅限用于货币量词时） 

31 本法律意见 指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红点影视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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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HS意第023号）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法律意见所有数值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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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

则》、《标准指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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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采用了面谈、书面审查、实地调查、

查询、计算、复核等方法，勤勉尽责，审慎履行了核查和验证义务。 

3.本所律师在发表法律意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事项履行了法律专业人士特

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4.本所律师对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件，对与法律

相关的业务事项在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在履行普

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的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

得的文书，经核查和验证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的依据。 

5.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挂牌事宜所必备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

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股转

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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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

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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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申请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2018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

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进行公开转让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6-2017年

度及2018年1-10月财务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申请挂牌相关的议案，并决定召集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2019年1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申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进行公开转让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6-2017

年度及2018年1-10月财务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申请挂牌相关的议案，同意公司

申请挂牌且挂牌的公司股票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本次申请挂牌的具体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申请挂牌的决议，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上述决议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申

请挂牌相关事宜，授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

[2013]49号）的规定，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的股份公司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故本次股份挂牌并

公开转让不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尚需通过股转公司审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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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二、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31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公司系红点有限

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取得

了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783552879113T的《营

业执照》。 

根据该《营业执照》记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施雄广，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为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浙江横店影视

产业实验区商务楼，营业期限为2010年3月31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制作、复制、

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

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

制作、代理、发布：户内外各类广告及影视广告；数字三维后期制作；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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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依法有效存续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每年均通过工商年检

或履行年报公示程序，公司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本次申请

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和《标准指引》等规定，本所

律师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条件进行逐一核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申请挂

牌的实质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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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红点影视是由红点有限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红点有限于2010年3月31日设立。2018年10月31日，经金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红点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

了新的《营业执照》。 

2、红点影视于2018年10月31日由红点有限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

而设立，红点有限成立于2010年3月31日，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红点影视持

续经营时间已超过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本所律师认为，红点影视依法设立，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已存续满两年，

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第2.1条第（一）项和《标准指引》第一条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公司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为“影视制作技术开发与服务”，未发生重大变

化；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的主要收入均来自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

突出。 

2、如本法律意见第八部分“公司的业务”所述，已取得必需的资质或许可，

无需取得其他资质或许可。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

求。 

3、根据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审计报告》和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

记录，营运记录包括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研发费用支出等。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

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并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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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报告。 

（3）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末红点影视净资产为128,841,647.62元，净

资产为2.51元/股。 

（4）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规定需要解散的情形，也不存在人民法院

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5）根据《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和红点影视的书面说明，红

点影视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有能力按照既定目标持续经营下去。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二）项和《标准指引》第二条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依法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聘请了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制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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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工作

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

责，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并能有效运行。 

2、根据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根据红点股份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调查表、提供的简

历和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红点股份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义务，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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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者被股转公司认定为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红点股份及子公司、红点股份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申报报表审计基准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也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5、根据《审计报告》，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股东包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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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

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2.1

条第（三）项和《标准指引》第三条的规定。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红点影视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持有的

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红点影视股东目前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而不

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2、红点影视的股票发行依法履行了必要内部决议、工商登记备案等程序。 

（1）红点影视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

公开发行过证券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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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红点影视提供的材料，红点影视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

《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3、红点影视目前未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进行权益转让。 

4、报告期内，红点影视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业为红点影业和红点发展，

该公司为有限公司，不存在股票发行行为，其设立与历次股权变动行为合法合规。 

5、根据红点影视全体股东的确认，红点影视股东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6、红点影视不存在影响公司股权明晰的其他问题。 

本所律师认为，红点影视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及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

务规则》第二章第2.1条第（四）项和《标准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红点影视与主办券商申港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由申港证券

对红点影视进行推荐并持续督导。 

本所律师认为，红点影视已获得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规则》

第二章第2.1条第（五）项和《标准指引》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关于

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条件，但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尚需通过股转公司审查同意。 

四、公司的设立 

（一）有限公司设立 

2010年2月5日，王公表、施雄广、丁善军签署《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章程》，章程约定红点有限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住所为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

验区商务楼，经营范围为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

剧、电视剧；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数字三维后期制作；影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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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制作、代理、发布：

户内外各类广告及影视广告。（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2010年3月19日，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东明会验字

[2010]30号），经审验，确认截至2010年3月18日止，红点有限已收到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合计500万元，为货币出资，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100%。 

红点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公表 300.00 60.00 

2 施雄广 150.00 30.00 

3 丁善军 50.00 10.00 

合计 500.00 100.00 

（二）股份公司设立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以2018年7月31日为基准日对

红点有限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苏审[2018]110号《审计报告》，红点有限

经审计后净资产为126,815,232.06元；据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以2018年7月31日为基准日对红点有限进行了评估，出具了闽联合中和

评报字[2018]第1317号《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拟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所涉

及的公司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红点有限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2,827.90万元。 

2018年10月26日，红点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由公司全体12名股东作为发起

人，以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126,815,232.06元为基准，按2.5363:1的折股比例

折合成股份公司5,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股本总额为5,000万元，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各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所对应的账面净资产折合成股份公司股

份，持股比例不变，净资产超出注册资本部分76,815,232.06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

公积金，由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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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该协议就拟设立股公司

的名称、住所、经营宗旨、经营范围、公司形式、组织机构、公司设立的方式、

注册资本和股份、发起人认购股份的数额、出资比例及缴纳出资时间、发起人在

红点影视设立过程中的分工及所承担的责任、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做出了

明确约定。 

2018年10月29日，红点影视召开了创立大会暨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选举产生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建立

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 

2018年10月31日，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红点影视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783552879113T的《营业执照》，载明红点影视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红点影视设立时的股

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目（万股） 持股比例（%） 

1 施雄广 1,110.00 22.200 

2 姜琛玮 857.95 17.159 

3 丁善军 740.00 14.800 

4 红点禾宜 703.45 14.069 

5 金玖惠通九期 585.80 11.716 

6 韦晋剑 296.00 5.920 

7 金玖惠通四期 185.00 3.700 

8 乐雍创投 154.15 3.083 

9 王海豹 150.75 3.015 

10 韩涛 92.50 1.850 

11 潘寅 66.60 1.332 

12 刘悦歆 57.80 1.156 

合计 5,000.00 100.000 

2018年11月16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201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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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验资报告》，截至2018年10月29日，红点影视（筹）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

有的截至2018年7月31日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126,815,232.06元，根据《公

司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资本

50,000,000.00元，资本公积76,815,232.06元。截至《验资报告》出具日，公司发

起人已足额缴纳出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起人签署的相关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履行了审计、资产评

估等必要程序，创立大会的召开和召集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完成了工商变更程序，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资格、条件、

方式等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合规。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业务独立性 

公司目前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为影视制作技术开发与服务。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独立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主营业务目前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资产独立性 

公司设立及历次增资时，各股东投入的出资已经全部到位。公司具备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设备和配套设施，独立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机器设备以及软件著作

权、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资产独立、完整。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

在被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或转移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形。 

（三）人员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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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公司建立了劳动、人事、工资及社保等人事管理制度，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

同，员工工资单独造册、单独发放。公司已为员工建立了社保账户，为员工独立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 

（四）机构独立性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设有财务部、技术部、人事行政部、影创中心、

总裁办、市场部、商务中心等职能部门。 

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公司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经营决策及内部管理机

构，该等机构按照《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规则的规定独立运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建立健全了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

职权，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机构混同或系上下级

的情形。 

（五）财务独立性 

公司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制定了规范的财

务会计制度。 

公司设有财务部，为独立的财务部门，具备独立的财务人员，所有财务人员

目前均专职在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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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独立的银行存款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根据核查公司现行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司已进行有效的税务登记，

且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税款缴纳义务。 

（六）对关联方的依赖情况 

根据红点影视确认，红点影视独立开展经营业务，红点影视股东和管理层按

照公司章程和其他内部制度管理经营公司，不存在依赖关联方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与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运作；

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具备与经营有关的独

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发起人为施雄广、姜琛玮、丁善军、

韦晋剑、王海豹、韩涛、潘寅、刘悦歆、红点禾宜、金玖惠通四期、金玖惠通九

期、乐雍创投。各发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施雄广 

施雄广，男，身份证号码33090119680717****，住所为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解放街道西关新村****。 

施雄广持有公司 22.2%的股份。 

2、姜琛玮 

姜琛玮，女，身份证号码 31010719800312****，住所为上海市普陀区宜昌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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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琛玮持有红点有限 17.159%的股权。 

3、丁善军 

丁善军，男，身份证号码 33090119570529****，住所为浙江省舟山市普陀

区沈家门街道蒲湾新村****。 

丁善军持有公司 14.8%的股份。 

4、红点禾宜 

根据红点禾宜提供的资料，红点禾宜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红点禾宜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红点禾宜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比例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韦晋剑 400.00 20.27 

2 刘沐雪 300.00 15.20 

3 金锦飞 160.00 8.11 

4 丁善军 122.00 6.18 

5 王春富 120.00 6.08 

6 施雄权 115.00 5.83 

企业注册名称 东阳市红点禾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MA28D7WT9G 

住所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001-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施雄广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 MA28D7WT9 

营业期限 2015-12-24 至 2045-12-23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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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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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7 顾和平 100.00 5.07 

8 张一真 75.00 3.80 

9 张国华 61.00 3.09 

10 徐总路 50.00 2.53 

11 周秀平 50.00 2.53 

12 方向阳 40.00 2.03 

13 楼洪华 40.00 2.03 

14 张玉秀 28.00 1.42 

15 徐天喜 25.00 1.27 

16 胡海风 24.00 1.22 

17 卢海霞 20.00 1.01 

18 董云峰 20.00 1.01 

19 吕国振 20.00 1.01 

20 申屠彬彬 20.00 1.01 

21 陈顺江 20.00 1.01 

22 林小良 20.00 1.01 

23 徐彬红 20.00 1.01 

24 应品良 20.00 1.01 

25 梅龙 17.00 0.86 

26 杨伟策 10.00 0.51 

27 吴佳佳 10.00 0.51 

28 陈艳 10.00 0.51 

29 董明跃 10.00 0.51 

30 张冰洁 7.00 0.35 

31 金晓龙 5.00 0.25 

32 李一民 5.00 0.25 

33 胡华杰 5.00 0.25 

34 平艳艳 5.00 0.25 

35 王丽华 5.0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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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36 王均洁 3.00 0.15 

37 王二倩 3.00 0.15 

38 施雄广 3.00 0.15 

39 金萌芽 2.00 0.10 

40 金月娟 2.00 0.10 

41 陈辉 1.50 0.08 

合计 1,973.50 100.000 

红点禾宜持有公司14.069%的股份。 

5、金玖惠通九期 

根据金玖惠通九期提供的资料，金玖惠通九期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金玖惠通九期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金玖惠通九期的合伙人及其

出资比例如下： 

企业注册名称 南通金玖惠通九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MA1UUGJ47Y 

主要经营场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大庆路 10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通金玖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 MA1UUGJ47 

营业期限 2018-01-04至 2023-01-03 

经营范围 

为全国范围内被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且未上市的新能源、

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和服务外包、

文化创意、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内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供创业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

开交易证劵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从

事融资性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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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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南通市通州区惠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99.00 

2 
南通金玖锐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100.00 100.00 

金玖惠通九期持有红点有限 11.716%的股权。 

6、韦晋剑 

韦晋剑，男，身份证号码 33072419641001****，住所为浙江省东阳市吴宁

街道中山路 28 号。 

韦晋剑持有红点有限 5.92%的股权。 

7、金玖惠通四期 

根据金玖惠通四期提供的资料，金玖惠通四期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注册名称 南通金玖惠通四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MA1MP6DW65 

主要经营场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大庆路 10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中汇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顾雪平）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 MA1MP6DW6 

营业期限 2016-07-05 至 2021-07-04 

经营范围 

为全国范围内被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且未上市的新能源、

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和服务外包、

文化创意、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内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创业投资业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

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

从事融资性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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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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玖惠通四期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金玖惠通四期的合伙人及其

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南通市通州区惠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9,900.00 99.00 

2 
上海中汇金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00 

金玖惠通四期持有公司3.7%的股份。 

8、乐雍创投 

根据乐雍创投提供的资料，乐雍创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乐雍创投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乐雍创投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比例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中汇金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00.00 23.00 

2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20.00 

企业注册名称 上海乐雍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MA1HKDDT9N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奉贤区航南公路 4888 弄 368 幢 12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乐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 MA1HKDDT9 

营业期限 2016-01-15 至 2046-01-1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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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3 上海天使引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15.00 

4 
南通金玖惠通四期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1,300.00 13.00 

5 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1,100.00 11.00 

6 李明 500.00 5.00 

7 上海乐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3.00 

8 王晋 300.00 3.00 

9 上海启明星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50.00 2.50 

10 杨婧 200.00 2.00 

11 刘华 150.00 1.50 

12 邢莉 100.00 1.00 

总计 10,000.00 100.00 

乐雍创投持有公司3.083%的股份。 

9、王海豹 

王海豹，男，身份证号码 33068319840712****，住所为浙江省嵊州市北漳

岩沿头村****。 

王海豹持有公司 3.015%的股权。 

10、韩涛 

韩涛，男，身份证号码 31022819720804****，住所为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

蒙山路 1498 弄 48 号 801 室。 

韩涛持有公司 1.850%的股权。 

11、潘寅 

潘寅，男，身份证号码 33028219861005****，住所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中河街道四明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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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寅持有公司 1.332%的股权。 

12、刘悦歆 

刘悦歆，女，身份证号码 31011519991122****，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张

杨路****。 

刘悦歆持有公司 1.156%的股权。 

（二）公司现有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现有股东与发起人相同。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法人股东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

其章程、合伙协议需要终止的情形；现有自然人股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上

述股东均具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份公司股东的资格。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第一大股

东为施雄广，施雄广直接持有公司 22.2%的股份。 

施雄广与丁善军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内容如下： 

“本协议有效期内，在处理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双方

均应采取一致行动。任一方拟就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

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双方内部先对相

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施雄广的

意见为准”。 

施雄广、丁善军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37%股权，丁善军为红点禾宜的普通合伙

人，施雄广为红点禾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二人间接控制公司 14.069%的股份，

二人合计控制公司 51.069%的股份。此外，施雄广担任公司的董事长，丁善军担

任公司的总经理。因此，施雄广、丁善军可以借助持股比例优势确保公司股东大

会一般决议和重大决议的顺利通过，进而对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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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施雄广与丁善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依据充分、合法。施雄广与

丁善军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公安机关出具的《证

明》以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确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不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四）对公司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事项的核查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发布的《私募基金备案办法》等相关法规和自律规则的规定，对公司股东

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

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1、核查对象 

本次核查对象包括公司的全体股东。 

2、核查方式 

对上述除8名自然人股东以外的4名法人股东（分别为红点禾宜、金玖惠通四

期、金玖惠通九期、乐雍创投）采取核查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股

东信息，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信息等进行核

查。 

3、核查结果 

根据红点禾宜、金玖惠通四期、金玖惠通九期、乐雍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并经过本所律师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gsxt.saic.gov.cn/)、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栏目、“私募基金公示”栏目和“基金专户备案信息

公示”栏目： 

（1）红点禾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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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点禾宜的具体信息见本法律意见“六、（一）发起人的资格”。经查，红

点禾宜的股东均为自然人，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

理其资产，亦未接受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网站（http://gs.amac.org.cn/），未查询到红点禾宜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的

信息。故红点禾宜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及《私募基金备案办法》所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要向基金业协会履行备案或登记手续。 

（2）金玖惠通四期 

金玖惠通四期的具体信息见本法律意见“六、（一）发起人的资格”。根据

金玖惠通四期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http://www.amac.org.cn/）网站，金玖惠通四期已经于2016年9月18

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3）金玖惠通九期 

金玖惠通九期的具体信息见本法律意见“六、（一）发起人的资格”。根据

金玖惠通九期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http://www.amac.org.cn/）网站，金玖惠通九期已经于2018年4

月28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4）乐雍创投 

乐雍创投的具体信息见本法律意见“六、（一）发起人的资格”。根据乐雍

创投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http://www.amac.org.cn/）网站，乐雍创投已经于2016年10月31日完成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综上所述，公司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均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权结构、产权界定与确认 

如本法律意见“四、公司的设立”所述，红点有限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

元，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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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公表 300.00 60.00 

2 施雄广 150.00 30.00 

3 丁善军 50.00 10.00 

合计 500.00 100.00 

本所律师认为，红点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已经由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确认，并办理工商登记备案，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不存在纠纷和风险。 

（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权变动情况 

根据红点有限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文件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红点有限的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1.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2 月 8 日，红点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公

司股东王公表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150 万元股权（对应 30%的股权）、150

万元股权（对应 3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施雄广和丁善军。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述转让双方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公司

提供的材料，转让价款为 15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施雄广 300.00 60.00 

2 丁善军 200.00 40.00 

合计 500.00 100.00 

2. 2016 年 7 月，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5 月 19 日，施雄广、丁善军、红点禾宜、聚金会稳赢 1 期基金、

刘悦歆、姜琛玮及红点有限签署《投资协议》，约定红点禾宜、聚金会稳赢 1

期基金、刘悦歆、姜琛玮向公司共计出资 1,671.05 万元，其中 208.881 万元

计入公司注册资本，1,462.169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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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9 日，相关各方签订《投资协议（补充）》，对本次增资的

金额和比例进行了调整，约定红点禾宜、聚金会稳赢 1 期基金、刘悦歆、姜

琛玮向公司共计出资 3,171.05 万元，其中 396.381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2,774.669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6 年 7 月 15 日，红点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至 896.38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96.381 万元，

由红点禾宜、优发资管、刘悦歆、姜琛玮以货币出资认缴。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施雄广 300.000 33.4679 

2 优发资管 275.000 30.6789 

3 丁善军 200.000 22.3119 

4 红点禾宜 90.125 10.0543 

5 刘悦歆 15.628 1.7435 

6 姜琛玮 15.628 1.7435 

合计 896.381 100.00 

3. 2017 年 2 月，第二次增资 

2017 年 1 月 6 日，红点禾宜与红点有限签署《增资协议书》，约定红点

禾宜向红点有限增资 908 万元，其中 1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808 万元

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7 年 2 月 25 日，红点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 896.381 万元增至 996.38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由红点禾宜以货币出资认缴（共计出资 908 万元，其中 100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808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施雄广 300.000 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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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2 优发资管 275.000 27.600 

3 丁善军 200.000 20.073 

4 红点禾宜 190.125 19.082 

5 刘悦歆 15.628 1.568 

6 姜琛玮 15.628 1.568 

合计 996.381 100.00 

4. 2018 年 1 月，第三次增资 

2017 年 12 月 10 日，红点有限与韦晋剑签署《增资协议书》，约定投资

金额为 800 万元，其中 8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720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7 年 12 月 15 日，红点有限与韩涛签署《增资协议书》，约定投资金

额为 250 万元，其中 2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25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8 年 1 月 30 日，红点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 996.381 万元增至 1,101.38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05 万元，

由韦晋剑、韩涛以货币出资认缴。其中韦晋剑共计出资 800 万元，其中 8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720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韩涛共计出资 250 万元，

其中 25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225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施雄广 300.000 27.239 

2 优发资管 275.000 24.969 

3 丁善军 200.000 18.159 

4 红点禾宜 190.125 17.262 

5 韦晋剑 80.000 7.264 

6 韩涛 25.000 2.270 

7 刘悦歆 15.628 1.419 

8 姜琛玮 15.628 1.419 

合计 1,101.38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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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 年 4 月，第四次增资 

2018 年 2 月 28 日，红点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 1,101.381 万元增至 1,351.38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50 万元，

由金玖惠通九期、金玖惠通四期、乐雍创投以货币出资认缴。金玖惠通九期

共计出资 1,900 万元，其中 158.333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741.667 万元计入

公司资本公积；金玖惠通四期共计出资 600 万元，其中 50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458.333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乐雍创投共计出资 500 万元，其中 41.667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58.333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8 年 4 月，本次增资的投资方与红点有限均分别签署了《增资协议》，

约定本次增资的投资金额共计为 1,900 万元，其中 158.333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1741.667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施雄广 300.000 22.200 

2 优发资管 275.000 20.350 

3 丁善军 200.000 14.800 

4 红点禾宜 190.125 14.069 

5 金玖惠通九期 158.333 11.716 

6 韦晋剑 80.000 5.920 

7 金玖惠通四期 50.000 3.700 

8 乐雍创投 41.667 3.083 

9 韩涛 25.000 1.850 

10 刘悦歆 15.628 1.156 

11 姜琛玮 15.628 1.156 

合计 1,351.381 100.00 

6. 2018 年 5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4 月 20 日，红点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股东一致同意公

司股东优发资管将其持有的公司 216.25 万元股权（对应 16.003%的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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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姜琛玮；将其持有的公司 40.75 万元股权（对应 3.015%的股权）转让给

王海豹；将其持有的公司 18 万元股权（对应 1.332%的股权）转让给潘寅。 

2018 年 4 月 22 日，上述转让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施雄广 300.000 22.200 

2 姜琛玮 231.878 17.159 

3 丁善军 200.000 14.800 

4 红点禾宜 190.125 14.069 

5 金玖惠通九期 158.333 11.716 

6 韦晋剑 80.000 5.920 

7 金玖惠通四期 50.000 3.700 

8 乐雍创投 41.667 3.083 

9 王海豹 40.750 3.015 

10 韩涛 25.000 1.850 

11 潘寅 18.000 1.332 

12 刘悦歆 15.628 1.156 

合计 1,351.381 100.0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公司的设立及其股权结构演变取得了相应的授权

与批准，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设立及变更手续，股权变动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三）公司的股权明晰、出资合法合规 

股东历次出资履行程序、出资形式等符合当时有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程

序完备、合法合规，股东历次出资真实、充足，不存在出资瑕疵，不存在纠纷及

潜在纠纷。股份公司成立后，未发生股票发行行为。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份

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及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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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第二章第 2.1 条第（四）项和《标准指引》第四条规定的“股权明晰、股

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四）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公司作出的承诺、各股东填写的调查表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各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可能导致行

使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针对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所产生的任何法

律纠纷。 

（五）其他说明事项 

1. 红点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的核查情况 

施雄广及丁善军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出具《施雄广、丁善军关于与王公

表股权转让的相关声明和承诺》，声明其已经通过现金全额支付了合同约定

的全部转让价款，转让价格为 1 元/股，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违法

违规情形。并承诺如本次股权转让产生任何纠纷或补偿、赔偿、行政处罚，

愿以自己除持有的红点股份的股份以外的资产承担相关责任。 

2019 年 1 月 29 日，本所及申港证券对王公表进行了访谈。经访谈确认： 

（1）红点影视设立时，王公表的出资为自有合法资金出资，已足额缴

纳； 

（2）2011 年 12 月，王公表将持有的红点影视 150 万元出资（对应 30%

股权）、150 万元出资（对应 3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施雄广和丁善军，股

权转让价款均为 150 万元，为友好协商一致而定价，且已收到施雄广和丁善

军足额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与争议或者潜在的纠

纷与争议； 

（3）王公表与施雄广、丁善军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转让的股权不

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无代持情形，无缴纳税款义务。如股权

转让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王公表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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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缴的税款和由此产生的滞纳金、罚款以及赔偿等费用。 

同日，王公表就上述内容出具《声明与承诺》，承诺其出资为自有资金

出资并真实足额缴纳，2011 年 12 月将其持有的红点影视 150 万元出资（对

应 30%股权）、150 万元出资（对应 3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施雄广和丁善

军，股权转让价款均为 150 万元，为友好协商一致而定价，且已收到施雄广

和丁善军足额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与争议或者潜

在的纠纷与争议。王公表与施雄广、丁善军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转让的

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无代持情形，无缴纳税款义务。

如股权转让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王公表

将承担应补缴的税款和由此产生的滞纳金、罚款以及赔偿等费用。 

2. 历次增资协议的合法合规情况 

2018年12月20日，红点影视、施雄广、韦晋剑签署《关于浙江红点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业绩承诺及股份回购进行了补充约定。 

2018年12月20日，红点影视、施雄广、丁善军、红点禾宜、刘悦歆、姜琛玮

签署《关于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投资协议（补充二）》，对业

绩承诺及股份回购进行了补充约定。 

2018年12月20日，红点影视、施雄广、韩涛签署《关于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业绩承诺及股份回购进行了补充约定。 

2019年1月4日，红点影视、金玖惠通九期、施雄广、丁善军签署《关于浙江

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业绩承诺及股份回购进行了补

充约定。 

2019年1月4日，红点影视、金玖惠通四期、施雄广、丁善军签署《关于浙江

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业绩承诺及股份回购进行了补

充约定。 

2019年1月4日，红点影视、乐雍创投、施雄广、丁善军签署《关于浙江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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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业绩承诺及股份回购进行了补充约

定。 

上述协议中，协议签署各方均承诺所签协议不包含以下内容： 

（1）红点股份作为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义务

承担主体。 

（2）限制红点股份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3）强制要求红点股份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红点股份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红点股份约定了优于本次发

行的条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红点股份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红点股份派驻董事

或者派驻的董事对红点股份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其他损害标的公司或者标的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协议签署各方和红点股份之间签署的协议如存在上述情形的约定，相关约定

内容自动终止，不再追究该等条款的法律责任。 

经核查，红点影视历次增资中均不存在公司作为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义务承担主体等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规定，增资各方在上述相关协议

中已承诺不存在不符合法律、监管要求的规定。 

3. 2018年5月，红点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的核查情况 

2018年1月25日，聚金会稳赢1期基金的投资人周小琴、周银萍、葛赟魁、王

海豹召开聚金会稳赢1期基金投资人关于退出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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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聚金会稳赢1期基金的投资人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红点

有限，即由代持股东优发资管分别以原入股价格转让给姜琛玮、王海豹、潘寅，

声明转让款项支付完毕后不存在争议和纠纷。 

周小琴、周银萍、葛赟魁、王海豹均出具声明：本人系聚金会稳赢一期实际

出资人，聚金会稳赢一期向本人披露了其投资红点有限的情况；本人在聚金会稳

赢一期出资的资金均以个人自有及自筹的合法资金取得，不存在借款、担保的情

况；本人持有聚金会稳赢一期份额期间，不存在为第三方代为收购债权、信托、

代持的情况；2018年4月聚金会稳赢一期转让股权退出红点有限系本人真实意愿，

不存在欺诈、胁迫或其他违法违规的情况；本人知晓红点影视将申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规划；本人在2018年4月股权转让后不存在

委托第三方代为收购债权、信托、代持等情况，亦未与他人就持有公司股份签署

过与公司有关的任何信托、代持等股权安排的协议。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1、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的记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制作、复

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影视服装道具租赁；

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

务；制作、代理、发布：户内外各类广告及影视广告；数字三维后期制作；软件

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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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公司的确认、《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

务为影视制作技术开发与服务。 

（二）公司经营资质、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取得的与上述主营业务有关的主

要业务资质、许可和认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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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3月30日，公司申请并取得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颁发的《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编号：（浙）字第00707号），经营方式为制作、复

制、发行；经营范围为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有效期至

2019年4月30日； 

2、2018年12月27日，红点影业申请并取得上海市广播电视局颁发的《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编号：（沪）字第3078号），经营方式为制作、发

行；经营范围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有效期至2021年4月1日； 

3、2018年12月27日，红点发展申请并取得上海市广播电视局颁发的《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编号：（沪）字第3075号），经营方式为制作、发

行；经营范围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有效期至2021年4月1日。 

根据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已经取得的经营资质与经营范围相符。根据

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公司主

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法律障碍和潜在风险。 

（三）业务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确认、《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近两年主营业务未发生

变更，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突出。 

（四）公司持续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取得的《营业执照》至今合法有效，

并且不存在可能导致其失效的潜在因素；根据法律、法规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

程》，公司未出现需要终止的情形；公司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相

对完善，拥有独立面向市场经营的能力，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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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主要关联方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施雄广和丁善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

情况请参见“六、发起人和股东”）。 

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序号 关联方 与公司关系 

1 姜琛玮 持有公司 17.16%股份 

2 红点禾宜 持有公司 14.07%股份 

3 金玖惠通九期 持有公司 11.72%股份 

4 韦晋剑 持有公司 5.92%股份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的情况详见“六、发起人和股东”。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十四、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其他关联企业 

根据红点影视提供的资料以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

询结果，红点影视其他主要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与公司关系 经营范围 

1 上海数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姜琛玮持

股 80%的企业 

从事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环保科技、

新能源科技、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家用

电器、汽车及汽车配件,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市场营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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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

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

意调查、民意测验),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广告,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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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海数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东姜琛玮持

股 80%的企业 

网络科技、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环保

科技、新能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工程,网

页设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

子产品、电子电器、汽车、汽车零配件,

电子商务(除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市

场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及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

民意测验),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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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海乐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90%的企业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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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海季茗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50%的企业 

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的销售,餐

饮企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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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上海贞安广告有限公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50%的企业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会

展会务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婚庆礼仪服务,

销售建筑装璜材料,纸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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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海博御广告有限公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50%的企业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展

览展示服务(除展销),建筑工程,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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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装潢及设计,礼仪服务,建筑材料、纸

制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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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上海顺彩网络有限公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50%的企业 

软件设计与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工

业控制计算机系统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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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上海维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50%的企业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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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上海通龙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25%的企业 

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投资管理,实

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

从事代理记账),人才咨询(不得从事人

才中介、职业中介),商务信息咨询,资

产管理,创业投资,市场营销策划,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

外包,金银饰品、金属材料、工艺礼品

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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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上海中汇金壹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董事苗延飞持

股 20.83%的

企业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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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上海中汇金贰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董事苗延飞持

股 25%的企业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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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上海霄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 

董事苗延飞持

股 60%的企业 

从事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八技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电子产品,机电

设备销售(涉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13 宁波亿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 实际控制人施 一般经营项目:网络技术的研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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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雄广持股 30%

的企业 

开发、计算机软硬件销售、计算机图形

图像技术的咨询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及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

安装。  

14 
宁波市金溢通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丁

善军持股 24%

的企业 

石油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

及产品、纺织原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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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红点禾宜 

实际控制人控

制，施雄广担

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施雄广

的直系亲属施

雄权参股的企

业 

投资与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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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红点发展 公司的子公司 

电影摄制,电影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自有设备租赁,演出经纪,动漫设

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

服务,摄影摄像服务,从事计算机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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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红点影业 公司的子公司 

电影摄制,电影制片,电影发行,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自有设备租赁,演出经纪,

动漫设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

划,会展服务,摄影摄像服务,计算机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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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海霄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亿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

金溢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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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核查关联方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

控股股东及其他股东控制或参股的企业；对控股股东及主要股东有实质影响的法

人或自然人；公司参与的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公司的参股企业；主要投资者个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与上述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对公司有实质影响的法人或自然人。公司关联方的认定准确、披露全面、不

存在为规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

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拆入 

单位：元 

序号 科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8 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8 年 

10月 31 日 

1 
其他应付

款 
红点禾宜 

1,280,000.

00 
- 240,000.00 

1,040,000

.00 

2 
其他应付

款 
韦晋剑 

8,000,000.

00 
- 

8,000,000.

00 
0.00 

单位：元 

序号 科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 

1 月 1 日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2017 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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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应付

款 
红点禾宜 

5,790,000.

00 

1,280,000.

00 

5,790,000.

00 

1,280,000

.00 

2 
其他应付

款 
韦晋剑 - 

8,000,000.

00 
- 

8,000,000

.00 

单位：元 

序

号 
科目名称 

关联方名

称 

2016 年 

1 月 1 日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 
其他应付

款 
红点禾宜 -- 

5,790,000.0

0 
- 

5,790,000.

00 

2 
其他应付

款 
梅龙 170,000.00  170,000.00 - 

3 
其他应付

款 
卢海霞 200,000.00 - 200,000.00 - 

4 
其他应付

款 
韦虹 

1,000,000.0

0 
- 

1,000,000.0

0 
- 

5 
其他应付

款 
施雄权 

2,150,000.0

0 
- 

2,150,000.0

0 
- 

6 
其他应付

款 
姜琛玮 

1,250,250.0

0 
- 

1,250,250.0

0 
- 

韦虹系公司股东韦晋剑的直系亲属。 

报告期内红点有限的资金拆入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和公司员工利

益的情况。 

（2）关联方资金拆出 

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方资金拆出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科目名称 
关联方名

称 

2016 年 

1 月 1 日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2016 年 

12月 31日 

1 
其他应收

款 
施雄权 - 150,000.00 15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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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施雄权向公司借款 15 万元，并于当年偿还完毕。除此之外，报告期

内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关联方资金拆

借。截至报告期末，除红点禾宜的资金拆入款外，其他关联方拆入资金已偿还完

毕，关联方资金拆出均已收回。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年 10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任娅妮 - 8,000.00 -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 年 10月

31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付款 

红点禾宜 1,040,000.00 1,280,000.00 5,790,000.00 

梅龙 - 76,797.00 - 

卢海霞 - 760.00 - 

韦晋剑 - 8,000,000.00 - 

预收款项 

施雄广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丁善军 3,000.00 3,000.00 3,000.00 

梅龙 3,000.00 3,000.00 3,000.00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召开《追鱼》项目拍摄决策会，共计 11 人跟投《追

鱼》项目，总金额 5.9 万元，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施雄广和丁善军，监事梅龙分

别投资 1 万元、0.3 万元和 0.3 万元。 

4、关联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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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2011年至2012年向徐文荣借入

3,550.00万元，股东施雄广将其持有的公司300.00万元股权质押予徐文荣；股东

丁善军将其持有的公司200.00万元股权质押予徐文荣。 

截至2018年10月30日，上述借款已全部归还，股权出质已注销，已于2018

年10月30日办妥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手续。 

（四）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履行及规范情况 

1、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关联股东和利益冲突的董

事在关联交易表决中的回避制度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确认。 

2、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已出具《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义务，不

利用该地位，就股份公司与本公司/本人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以故意

促使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果股份

公司必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以下简称“附属

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本公司/本人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按照公平合理

的和正常商业交易条件进行。本公司/本人将不会要求或接受股份公司给予比在

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 

2.本公司/本人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与股份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议（如

有）。本公司/本人承诺将不会向股份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定以外的利

益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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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本人保证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制及其他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

损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

诺给股份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4.本公司/本人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关于关联交

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对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应的的内部决策程序，制定了规

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并已切实履行。公司的上述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保证公司在关联交易中进行公允决

策，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 

（五）同业竞争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施雄广、丁善军先生控制的其他公司的

经营范围与红点股份均不相同，不从事与红点股份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存在同

业竞争情况。 

2、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避免未来发生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比例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做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本人/本公司作为浙江红点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目前未从事或

参与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2、本人/本公司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



 

44 

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本人/本公司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或担任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

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辞去上述职务六个月内，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

式从事与公司现有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4、在本人/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或担任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

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若公司认为本人/本公司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公

司或组织或本人/本公司从事参与的其他业务出现与公司构成直接竞争的情况

时，本人/本公司同意终止该业务，如公司认为该业务有利于其发展，其有权采

取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公司经营。 

5、本人/本公司承诺不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股东、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如因本人

/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本人/本公司同意向

公司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6、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主营业务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实质上并未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不存在同业竞

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已经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上述承诺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对有关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

了充分披露，无重大遗漏和重大隐瞒。上述同业竞争规范措施充分、合理，具备

有效执行方式，不会影响公司经营。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公司拥有房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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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名下未拥有房

产所有权，报告期内存在房屋租赁情况，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合同期限 租金 

1 厉向阳 红点有限 2013.02.14-2018.02.13 
144,000

元/年 

2 
浙江横店圆明新

园有限公司 
红点有限 2013.06.01-2020.05.31 

232,102

元/年 

3 何振高 红点有限 2018.03.01-2019.03.01 
2,500元/

月 

4 陈小立 红点影业 2017.05.01-2019.04.30 
28,000元

/月 

5 
上海爱达工具制

造有限公司 
红点发展 2018.04.16-2020.04.30 

126,290

元/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向浙江横店圆明新园有限公司租赁的房屋未取得产权

证书，出租方作出承诺：“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承租期间，我方保证其正

常的办公经营需求，该房屋若发生任何争议纠纷均由我单位全权负责处理；浙江

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若因承租该房屋受到损失，我单位同意承担该损失并妥善

处理。” 

红点影业实际控制人施雄广、丁善军对公司租赁的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

明清民居博览城的房屋作出承诺：“浙江红点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

司”）于2013年5月20日与浙江横店圆明新园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公司租赁横店明清民居博览城景区内南侧的1-8号楼宇作为办公和摄影棚使

用，约定租期为7年。 

如由于该房屋被征收、拆迁等原因导致公司无法正常办公，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我愿意承担责任，赔偿公司经济损失。”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上述租赁房产不存在权属纠纷，公司及子公

司正常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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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租赁的该等房产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情况 

1、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拥有土地使用权。 

2、注册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红点股份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商标如下表： 

序

号 
商标内容 

所有

权人 

注册号 

/申请号 
注册地区 

取得

方式 
使用期限 

1 

 

红点

有限 
10976591 中国 

原始

取得 

2013.09.21 

- 

2023.09.20 

2 

 

红点

有限 
10977509 中国 

原始

取得 

2013.09.21 

- 

2023.09.20 

3 

 

红点

有限 
20336283 中国 

原始

取得 

2017.10.07 

- 

2027.10.06 

4 
 

红点

有限 
20336284 中国 

原始

取得 

2017.10.07 

- 

2027.10.06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取得上述商标的注册证书，该等注册商标不存在权

属纠纷，公司未就上述商标设置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也未许可他人使用上述商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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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红点股份及其子公司未拥有专利。 

4、软件著作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红点股份及其子公司拥有的软

件著作权如下表： 

序

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登记号 注册地区 登记日期 

1 红点人物影像建模技术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2308 中国 2018-01-05 

2 影视制作特效切换平台 红点有限 2018SR012114 中国 2018-01-05 

3 
红点影视人物三维影像扫描

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2541 中国 2018-01-05 

4 
红点面向剧组拍摄现场的资

源在线展示利用服务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2299 中国 2018-01-05 

5 
红点影视人物脸部影像替换

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0216 中国 2018-01-04 

6 
红点影视制作产业集聚公共

服务技术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1526 中国 2018-01-04 

7 
红点剧组工作流程和成果信

息化管理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08693 中国 2018-01-04 

8 
红点影视制作产业服务资源

数字化采集制作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0223 中国 2018-01-04 

9 
红点影视制作产业服务资源

的采集和汇聚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1274 中国 2018-01-04 

10 
红点面向常规剧组拍摄任务

的协同制作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1273 中国 2018-01-04 

11 
红点面向影视拍摄现场的远

程后期协同制作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08423 中国 2018-01-04 

12 影视制作大数据管理系统 红点有限 2018SR011272 中国 2018-01-04 

13 
影视制作碎片化数据梳理系

统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08842 中国 2018-01-04 



 

48 

14 红点影视人物影像替换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0021 中国 2018-01-04 

15 
红点影视现场人物影像跟踪

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0720 中国 2018-01-04 

16 
红点影视现场背景人物影像

同步匹配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1271 中国 2018-01-04 

17 
红点实时交互虚拟化电影协

同制作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0030 中国 2018-01-04 

18 
红点影视现场人物影像同步

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10220 中国 2018-01-04 

19 
红点影视现场背景影像跟踪

软件 
红点有限 2018SR008389 中国 2018-01-04 

20 红点影视圈系统软件 红点有限 2016SR037697 中国 2016-02-05 

21 
红点现场同期声录音控制软

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025 中国 2015-06-04 

22 
红点数字特效快速处理控制

软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035 中国 2015-06-04 

23 
红点现场拍摄快速剪辑处理

软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022 中国 2015-06-04 

24 
红点影视航拍高精度协同控

制软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043 中国 2015-06-04 

25 
红点影视素材媒资管理系统

软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040 中国 2015-06-04 

26 
红点影视媒体增值业务管理

系统软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455 中国 2015-06-04 

27 
红点复杂场景特效管理系统

软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457 中国 2015-06-04 

28 
红点交互虚拟摄影棚控制系

统软件 
红点有限 2015SR098029 中国 2015-06-04 

注：由于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上述软件著作权正在办理著作权人名称变更手续。 

5、域名 

序

号 
域名 域名持有人 域名类别 注册地区 有效期 

1 rdvfx.com 红点股份 国际顶级域名 中国 2012-03-22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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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2 

2 rdvfx.net 红点股份 国际顶级域名 中国 
2012-03-22至

2020-03-22 

3 rdvfx.cn 红点股份 国内顶级域名 中国 
2012-03-22至

2020-03-22 

4 rdvfx.com.cn 红点股份 国内顶级域名 中国 
2012-03-22至

2020-03-22 

（三）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系公司以其自

有资金购买方式取得，该等生产经营设备现时均由公司合法占有、使用，没有产

权争议。公司占有、使用该等生产经营设备真实、合法。 

经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取得与拥有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业务合同 

本所律师对《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的，报告期内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

响的合同进行了核查。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合同主要包括合同价款较大

或性质比较重要的销售或提供服务合同、采购或接受服务合同、借款合同及其他

重大合同。 

1、销售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主要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签署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情

况 

1 

浙江东阳

金尊影业

有限公司 

虚拟拍摄系

统和交互式

摄制等服务 

2017-03-19 4,500.00 
履行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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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金鐏

影业有限

公司 

创意策划、虚

拟拍摄等技

术服务 

2018-07-01 3,328.00 
正在履

行 

3 

北京东方

飞云国际

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虚拟拍摄系

统交互式摄

制、后期制作

等 

2018-04-05 2,500.00 
履行完

毕 

4 

上海柠萌

悦心影视

传媒有限

公司 

虚拟拍摄系

统交互式摄

制、后期制作

等 

2017-01-06 1,979.25  
履行完

毕 

5 

北京东方

飞云国际

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后期剪辑、特

效等 
2018-04-05 1,800.00 

履行完

毕 

6 

浙江东阳

金尊影业

有限公司 

后期剪辑、特

效等 
2017-03-19 1,600.00 

履行完

毕 

7 

浙江省永

康银禾影

视文化有

限公司 

后期剪辑、特

效等 
2016-03-21 1,550.00  

履行完

毕 

8 

浙江小牛

影视发展

有限公司 

虚拟拍摄系

统交互式摄

制、后期制作

等 

2018-04-08 700.00  
履行完

毕 

9 

杭州亚尼

影业有限

公司 

采集、剪辑、

调色等后期

制作 

2016-03-23 638.50 
履行完

毕 

10 

北京中视

华航文化

传播有限

公司 

数字摄影棚、

后期剪辑、特

效等制作等 

2017-02-08 600.00 
履行完

毕 

11 山西省投 CG镜头的制 2018-07-24 550.00 正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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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团文

化发展有

限公司 

作和策划、后

期制做等 

行 

12 

浙江金鐏

影业有限

公司 

镜头策划、特

效策划、镜头

拍摄与合成 

2018-08-25 547.00 
正在履

行 

2、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500万元以上的主要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日期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永康洪兴 2018-01-09 

影视剧拍摄场

景置景工程和

道具 

3,300.00 
履行

完毕 

2 永康洪兴 2017-01-16 

影视剧拍摄场

景置景工程和

道具 

3,260.00 
履行

完毕 

3 永康洪兴 2018-02-25 
服装道具制作

和置景工程 
3,060.00 

履行

完毕 

4 永康洪兴 2017-05-26 

电影拍摄场景

置景工程和道

具 

2,500.00 
履行

完毕 

5 
湖州天宗影业有

限公司 
2018-07-25 

影视剧拍摄场

景置景工程和

道具 

1,860.00 
履行

完毕 

6 永康洪兴 2017-11-16 
电视剧拍摄场

景置景和道具 
1,600.00 

履行

完毕 

7 
浙江聚乐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2016-07-18 剧本版权 1,060.00 

履行

完毕 

8 永康洪兴 2018-04-16 影视后期制作 960.00 
履行

完毕 

9 永康洪兴 2017-01-16 
电视剧拍摄场

景置景和道具 
720.00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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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日期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0 永康洪兴 2016-06-03 
电影拍摄场景

置景和道具 
662.50 

履行

完毕 

3、借款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情况 

1 红点禾宜 

2017.01.01 

- 

2019.12.31 

128.00 履行中 

4、担保合同 

根据《审计报告》和本所律师核查，红点影视报告期内未曾为其他方提供担

保。 

5、抵押合同 

根据《审计报告》和本所律师核查，红点影视报告期内未曾签署抵押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合同的履行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法律障碍。经公司确

认，公司均依照协议约定履行该等合同，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情形。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

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二、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及近两年的历次修改已履行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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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程的制定 

2010年2月5日，王公表、施雄广、丁善军签署《浙江红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章程》。 

2、章程近两年的修改 

2016年7月，因公司增资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2017年2月，因公司增资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2018年1月，因公司增资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2018年2月，因公司增资和经营范围变更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2018年4月，因公司股权转让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根据核查公司工商资料及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章程》的制定及近两年修改已履行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章程》的内容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内容合法有效。股份公司的《公

司章程》系按照《监管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三号——章程必备

条款》等有关制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草，内容合法有效。 

十三、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的组织机构情况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目前的组织机构包括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公司章程》对各公司组织机构的职权和任免都

作出了明确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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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行使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 

2、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授权的职责。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董事

会设董事长一人。 

3、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包括一名职工

代表监事，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监事会执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监督

职能。 

4、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经营管理

机构目前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下设财务部、技

术部、人事行政部、影创中心、总裁办、市场部、商务中心等具体职能部门，具

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对董事会负责，主持

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制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则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报告期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

签署情况 

经本所律师对公司报告期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情况进行核

查后认为公司报告期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的内容及签署合法、

合规，其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十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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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兼职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施雄广 
红点影视董事长 

兼任红点禾宜执行事务合伙人 

2 丁善军 

红点影视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兼任宁波亿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金溢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监

事 

3 张团生 红点影视董事、副总经理 

4 金萌芽 红点影视董事、财务负责人 

5 苗延飞 

红点影视董事 

兼任上海中汇金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高级合伙人 

兼任上海贞安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 

兼任上海乐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兼任上海乐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执行董事 

兼任上海维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 

兼任上海中汇金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 

兼任上海季茗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董

事长 

兼任上海顺彩网络有限公司董事 

兼任上海祥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兼任金瞻（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兼任上海霄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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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梅龙 红点影视监事会主席 

7 卢海霞 红点影视监事 

8 任娅妮 红点影视职工代表监事 

（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简历、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疵。 

根据相关人员的确认及本所履行通过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查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及一期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及公安机关出具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的问题，最近

两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的变化情况 

1、董事的变化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29日，红点有限不设董事会，由施雄广担任执行

董事。 

2018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选举施雄广、丁善军、张团生、苗延飞、金萌芽为红点影视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任期三年，自2018年10月29日至2021年10月28日。同日，红点影视董事会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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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选举施雄广为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施雄广与丁善军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且施

雄广与丁善军作为公司创始人在报告期内并未在股东会上作出不一致的决定，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董事长变更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变动，不属于报告期内的高管重大

变更。 

2、监事的变化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红点有限不设监事会，由丁善军担任监事。 

2018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了卢海霞、梅龙为红点影视监事，同日，红点影视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任娅

妮为职工代表监事。同日，红点影视监事会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选举梅龙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第一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2018年10月29日至2021

年10月28日。 

3、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29日，施雄广担任红点有限总经理。 

2018年10月29日，红点影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丁善军为公

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金萌芽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2018年10

月29日至2021年10月28日。 

2019年12月28日，红点影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聘任张团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的

变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 

十五、公司的税务 



 

58 

（一）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及所享受的优惠政策的情况 

1、税种、税率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执行的主要

税种和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6%、3% 

城市维护建设

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5%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15% 

不同税率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税率说明 

纳税主体名称 2018 年 1-10 月 2017 年 2016 年 

红点影视 15.00% 15.00% 15.00% 

红点影业 25.00% 25.00% 25.00% 

红点发展 25.00% - - 

2、税收优惠 

2015 年 9 月 17 日，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评定，取得了由浙江省科学技术

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R201533000468），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按 15%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8 年公司已提交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示的《关于公示浙江省 2018 年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公司属于拟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18 年 1-10 月暂按 15%税率计算企业所得税。 

3、政府补助 



 

59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获得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时间 补助项目 金额（元） 说明 

2016年 

支持电影拍摄全过程的网络

化实时虚拟交互协同制作技

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276,888.89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2BAH70F00 项目 

2016年 高新科技补助 10,000.00 
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的若干意见 

2016年 水利基金减免补贴 7,100.00 - 

2017年 

支持电影拍摄全过程的网络

化实时虚拟交互协同制作技

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239,555.57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2BAH70F00 项目 

2017年 水利基金减免补贴 10,000.00 - 

2018年 

支持电影拍摄全过程的网络

化实时虚拟交互协同制作技

术集成与示范应用补贴 

202,222.25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2BAH70F00 项目 

2018年 

影视制作产业集聚公共服务

支撑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补

贴 

564,433.21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5BAH45F00 项目 

2018年 增值税和所得税退税 2,406,788.00 

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扶持影视文

化产业发展的补充意见 

2018年 

影视制作产业集聚公共服务

支撑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补

贴 

555,566.79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5BAH45F00 项目 

2018年 省科技型企业奖励 100,000.00 
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的若干意见 

综上，根据公司的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核

查，本所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税务部门处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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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的情形。 

十六、公司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归属于“R86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属于“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的“8630 电

影和影视节目制作行业”；按照《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标准，

公司所处行业为“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的“8630 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

属于“13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中的“1313 媒体”。 

根据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2013）第三条第（三）款，重

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 

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16 类行业，以及国家确定的其

他污染严重的行业。公司及子公司所处行业为危险废物治理行业，不属于上述所

列 16 类重污染行业。 

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均不产生三废污染，公司为非生产型企业且所处行业

为非高污染行业，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等环保资质。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相

关环境保护的要求，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综上，根据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

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安全生产 

1、公司不需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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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主要为影视制作技术开发与服务，公司经营活动无需取得相关部门

的安全生产许可。 

2、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合规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影视制作技术开发与服务，不属于《安全生产法》中规定需

要办理安全生产相关许可手续的情形。根据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

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三）质量标准 

根据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影视制作技术开发与服

务。 

综上，根据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

量、技术等标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十七、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诉讼、仲裁及处罚 

1、公司及子公司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及子公

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实际控制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实际控制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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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案件。 

（二）公司违法行为 

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两年内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十八、主办券商 

公司已聘请申港证券担任本次申请挂牌的主办券商。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

主办券商已在股转公司办理了业务备案，具备担任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主办券商

的业务资格。 

十九、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股

东之间签署的协议内容不存在《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禁止的

下属情形： 

1、挂牌公司作为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义务承

担主体； 

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3、强制要求挂牌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挂牌公司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挂牌公司约定了优于本次发行

的条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挂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挂牌公司派驻董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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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派驻的董事对挂牌公司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其他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二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对公司提供的材料及相关事实核查后认为，公司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申请挂牌的有关条件，已履行公司内部批准和

授权程序；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不存在法律障碍；

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尚需通过股转公司的审查。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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