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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中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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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服务合同》，接受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以下简称

“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及相关细

则、指引，以及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公司本次挂牌事宜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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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充分的核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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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项的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确认其已

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者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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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原件一致和相符。 

3、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公司本次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

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公司的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

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验资和资产评

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

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且本所律师对于该

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不具备进行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同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5、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的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在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 

6、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申请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

律师的事先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

则，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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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明确说明，否则下列词语分别对应下述含义： 

 

简称 指 对应全称或含义 

公司、股份公司、中体网 指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中体网有限 指 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象网联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陈军 

控股股东 指 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三会 指 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本次挂牌 指 北京中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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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 指 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 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亚太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科华 指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发起人协议书》 指 《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审计报告》1 指 亚会 B审（2019）2476号 

《审计报告》2 指 亚会 A审字（2020）1073号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9）第 102号《评估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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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系统公告[2013]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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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股转系统公告[2013]18 

号）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营业执照》 指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两年、报告期 指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 1-4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法律意见书中凡未特殊说明，尾数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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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公司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审议和批准本次挂牌的董事会会议文件； 

2、审议和批准本次挂牌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3、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内部批准和授权 

2020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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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 

2、《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采取集合竞价方式的

议案》； 

3、《关于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评估意见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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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 

5、《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 年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6、《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 年投资子公司的议案》； 

7、《关于追认公司在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制订<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9、《关于制订<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

追究制度>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

事会提交的以下议案： 

1、《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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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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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 

2、《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采取集合竞价方式的

议案》； 

3、《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 

4、《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年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5、《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年投资子公司的议案》； 

6、《关于制订<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7、《关于制订<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

究制度>的议案》。 

（二）外部批准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上述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资格、表决方式及决议

内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

已经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了批准公司申请本次挂牌的决议，该决议的程序、内容均

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挂牌的相关事宜，其授权范围、程

序合法有效； 

2、本次挂牌除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查意见外，已取得了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向公司换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316942） 

2、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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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计报告》1、《审计报告》2； 

4、《资产评估报告》； 

5、《验资报告》； 

6、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决议、记录。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中体网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系以中体网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发起人为奥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运科技）、北京津联泰咨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联泰）、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体网广

告）共计三名股东。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北京

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16942 的《营

业执照》。至此，中体网依法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

司的设立”部分）。根据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16942 

公司名称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军 

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50号 1栋 301 

经营范围 

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提供计

算机网络系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二）中体网有效存续满两年 

根据《营业执照》记载，公司的营业期限为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长期，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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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了年检手续。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活动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受到工商

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协议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主

体资格终止的内容，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分

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等需要

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需要终止的情

形，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现行有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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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

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公司治理文件； 

2、《审计报告》1、《审计报告》2； 

3、《资产评估报告》； 

4、《验资报告》； 

5、公司三会会议文件； 

6、公司出具的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说明； 

7、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关于所持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代持、质押、

锁定、特别转让安排等转让限制情形的说明； 

8、公司出具的最近 36个月内不存在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情形的

说明； 

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公司无违法违规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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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司与华安证券签署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11、历次股权转让协议等资料。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挂

牌标准指引》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其他规定，对公司挂牌所具备的实质条

件逐项进行了审查。 

经核查，并结合《审计报告》1、《审计报告》2 等文件的记载，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符合以下实质条件： 

（一）中体网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公司前身中体网有限依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于 1999 年 9 月 16 日登记成立，并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企合京总字第 014596号）。 

2、2019年 12月 25日，中体网有限按照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折股，在北

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并取

得新的《营业执照》。 

3、鉴于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因此，公司存续了至

少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存续满两年。 

（二）中体网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业务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审计报告》2，公司主营业务如下： 

期间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外收入 

2018年度 10,595,736.57 元 0.09 元 

2019年度 9,708,911.66元 1,000.00元 

2020年 1-4月 1,497,027.69 元 0.00 元 

据上，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约为100.00%，公司主营业务明确。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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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应当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

情形，不存在因违法经营而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

情形，公司的主要经营性资产上亦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构成影响的查封、冻结、

扣押、拍卖等情形，公司不存在持续经营方面的法律障碍。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中体网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了董事、监事（包括职工监事），聘请

了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同时，中体网还制定了《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经理工作细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公司

治理制度。中体网具备健全且至今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

法履行职责。 

2.合法合规经营 

（1）根据中体网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体网报告期内不存在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2）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军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实际控制人陈军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或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

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实际控制人陈军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 

（3）根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和义务，报告期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的情形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根据《审计报告》2 及中体网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中体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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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资源的情形。 

（5）根据公司提供的的财务材料，中体网已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进行独

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根据公司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有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清晰，

权属真实、明确，公司股东现在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等情形、亦不

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生在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相关各方均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并依法办理了主管部门审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均合法有

效。 

3、根据公司提交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 36个月内无未经法定

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 

4、公司股票的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华安证券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公司

已聘请华安证券担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并与主办券商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

续督导协议书》，由主办券商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一）款和

《挂牌标准指引》第一条之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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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和《挂牌标准指引》第二条之规定。 

3、公司的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

项、《标准指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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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股权清晰、明确，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款和《挂牌标准指引》第四条之规定。 

5、公司已聘请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

款和《挂牌标准指引》第五条之规定。 

四、公司的设立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审计报告》1； 

2、《资产评估报告》； 

3、公司发起人签署的《发起人协议书》； 

4、公司创立大会会议文件； 

5、《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316942）。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的设立程序 

1、公司前身中体网有限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16 日（注册号：企合京总字第

014596 号）。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的历次股权转让事项，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部分。 

2、2019年 10月 15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亚会 B 审字（2019）2476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中体网有限账面净资产为 7,214,020.69。 

3、2019年10月25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科华评报字（2019）

第 102号《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中体网有限的净资为

7,274,020.69元。 

4、2019年 11月 26日，中体网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中体网有

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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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起人协议书 

2019 年 11 月 26 日，奥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等共 3名股东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约定以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7,214,020.69 为折股依据，将有限公司

的净资产按 1.03:1 比例折合成股份公司股本 7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剩余净资产 214,020.69 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发起人协议书》同时约定

了股份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经营期限、股份总额、持股比例及发起人

权利、义务等内容。 

（三）首次三会召开 

1、2019年 12月 13日，中体网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下列

议案： 

（1）《关于股份公司筹建情况的报告》； 

（2）《关于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议案》； 

（3）《关于确认、批准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以及为筹

建股份公司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协议等均由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继的议案》； 

（4）《关于股份公司设立费用的议案》； 

（5）《关于股份公司注册地址议案》； 

（6）《关于股份公司章程的议案》； 

（7）《关于选举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关于选举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9）《关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关于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2）《关于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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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14）《关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5）《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16）《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制度的议案》； 

（17）《关于董事、监事候选人推荐办法的议案》； 

（18）《关于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的议案》； 

（19）《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改变更事宜的议案》； 

（20）《关于股份公司继续使用有限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议案》； 

（21）《关于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22）《关于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2019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公

司首届董事会董事长并聘任了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3、2019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首

届监事会主席。 

（四）验资程序 

2019 年 12 月 17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亚会 B 验字（2019）0102 号《验资报告》：“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止，贵公司（筹）已收到发起人股东首次投入的资本，合计人民币柒佰万

元（大写）。协议各方同意，以截止 2019 年 12 月 17 日经审计的有限公司净资

产 7,214,020.69 元为折股依据，将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按 1.03：1 的比例折合成

股份公司股本 7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剩余净资产 214,020.69 元计入

股份公司资本公积。”  

（五）工商登记手续 

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北京市东城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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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16942 

公司名称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军 

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50号 1栋 301 

经营范围 

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提供计

算机网络系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而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7,214,020.69 中的 700

万元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剩余部分净资产 214,020.69 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

构成“整体变更设立”。 

2、公司设立过程中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程序、审计、评估及验资程序，

并依法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五、公司的独立性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审计报告》1、《审计报告》2； 

2、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员工《劳动合

同》样本； 

3、公司提供的员工名册、员工人数及其变化、专业结构、受教育程度、年



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7 

 

龄分布等资料； 

4、公司的社保缴纳凭证； 

5、公司的组织结构图； 

6、公司的《开户许可证》及三证合一后的《营业执照》； 

7、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公司独立性的声明； 

8、公司三会会议文件； 

9、公司内部各机构的规章制度； 

10、知识产权相关证书。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的业务独立 

1、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独立从事其经营范围内的业务，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生产、销售体系，具备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2、根据公司提交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部分。 

据此，公司的业务独立。 

（二）公司的资产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独立拥有与其生产

经营有关的生产经营设备、知识产权、房屋等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十一、公司的主要财产”部分，上述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2、根据公司提交的材料，公司资产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运作，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据此，公司的资产独立。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1、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

事 1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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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2、根据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书面声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公

司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的情形，也没有在其他企业

领取薪酬的情形。同时，根据公司的确认，公司财务人员均未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3、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建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制度和独立的工资管理制度，独立发放员工工资并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 

据此，公司的人员独立。 

（四）公司的机构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

理层等公司治理机构并制定了完善的议事规则；公司具有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

构，设有独立的组织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2、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均系根据其

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设立，公司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

权，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据此，公司的机构独立。 

（五）公司的财务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开户资料等文件，公司独立在银行开立基本存款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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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聘请

了专职财务负责人，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管理

制度，独立核算。 

3、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独立履行纳税申报及缴纳义务，不存在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的情况。 

据此，公司的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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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

有完整的业务体系，且具备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全部股东的《商业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 

2、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3、公司发起人签署的《发起人协议书》； 

4、公司创立大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发起人 

如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系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发起人共 3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住所 

证件 

名称 
证件号码 

持 股 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1 
奥运科技

有限公司 

Room 902，9/F., 

Fu Fai  

Commercial 

Centre ,27 

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Hong Kong 

登记

证书 
58684901-000-07-20-A 600.00 85.71 

2 

北京津联

泰咨询有

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南

竹竿胡同 2 号银

河搜候中心 206

16-A0280 

营业

执照 
911101010951716534 65.00 9.29 

3 

北京中体

网广告有

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光

机电一体化产业

基地政府路 2号 

营业

执照 
911101127886192119 35.00 5.00 

合计 700.00 100.0000 

 

1、奥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香港律师王志强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书》（档案编号：

94144/JW/kin），奥运科技系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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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公司编号为 1633498；注册地址为 Room 902，9/F., Fu Fai  

Commercial Centre ,27 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Hong Kong;董事为陈军；

股东为 Smart Space Limited；商业登记证号码为 58684901-000-07-20-A；已发

行股份为 1股。根据上述《证明书》，奥运科技是依据香港法律依法成立并有效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奥运科技具备以自己的名义经营业务的能力，具有起诉及

应诉的能力，并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资产，系独立的法人机构，具备股东资格。 

2、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04月 28日 

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政府路 2 号 

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5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广告信息咨询、展览展示、影视策划。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127886192119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陈军 45万元 90% 

2 陈宁 5万元 10% 

合计 50.00 万元 100.00% 

 

3、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03月 17日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 2号银河搜候中心 20616-A0280 

注册资本 10万元 

实收资本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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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教育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951716534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赵晓娜 10.00万元 100.00% 

合计 10.00万元 100.00 

 

（二）发起人的出资情况 

中体网由中体网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各发起人以 2019年 6月 30 日经审计的

有限公司净资产折合等额股份投入股份公司，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亚会 B 审字（2019）2476 号《验资报告》，公司注册资本

700万元已全部到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体网的发起人以其出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所占的净资

产已转为中体网的股本，有限公司的资产已由中体网承继，原有限公司名下的资

产已经或将要转移、过户至中体网名下，不存在变更障碍，中体网发起人投入的

资产产权清晰，有限公司资产投入股份公司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法律障碍。 

（三）公司现有股东 

1、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的现有股东与发起人一致，公司现有股东的持股情况详见本节“（一）公司

发起人”部分。 

2、公司现有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核查 

经核查，公司发起人共计 3 名，均为机构股东，分别为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三名机构股东均系依法成

立的有限公司，具备《公司法》规定的担任股份公司股东的资格，经登陆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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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查询等方式核查确认，机

构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属于以投资为目的并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私募基金，亦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 

（四）发起人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发起人为现有股东，股东奥运科技、中

体网广告系实际控制人陈军实际控制的两家企业。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五） 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

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2.8条规定：“挂

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共同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

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

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

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券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

初始库存股票除外。 

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

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因公司发起人持股尚不满一年，在股份公司设立满一年之前无可转让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全体股东所持股份无冻结、质押或其他转让限制情况。 

（六）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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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

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

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

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奥运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 85.71%股份，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公司股本总额超

过50%，以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据此，认定奥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奥运科技有限公司，其董事为陈

军；奥运科技有限公司为Smart Space 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陈军对Smart Space 

Limited100%持股，且担任董事。另外，自 1999 年 9月有限公司成立以来，陈军

一直担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陈军担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拥有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控制权，能够主导、

支配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决策等重要事项。所以，认定陈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合法合规情况 

（1）根据公司提供的控股股东的《证明书》，并经律师登录相关网站查询，

未发现控股股东奥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不良记录。具体查询情况如下： 

网站 网址 查询结果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无不良记录 

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无涉案记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无不良记录 

 

（2）根据公司提供的实际控制人陈军的身份证及《个人征信报告》等个人

证明材料，并经律师登录相关网站查询，未发现实际控制人陈军存在不良记录。

具体查询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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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网址 查询结果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无不良记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无不良记录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

询系统 http://zxgk.court.gov.cn/zhixing/ 无不良记录 

 

据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其个人/公司信用记录良好，未出现异常或被限制的情形，也未出现在全国失信

人查询行列，不存在被联合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挂牌条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均符合《公司法》关于发起人资格的有关规定；发

起人和现有股东均拥有作为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与行为能力。 

2、公司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及公司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

案程序。 

4、公司的发起人为现有股东，股东奥运科技、中体网广告系实际控制人陈

军实际控制的两家企业。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公司无限售安排，现有的限售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理由和依据充分、合法，且最近 24个

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违法、违规行为。 

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历次股权变动涉及的《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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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历次股权变动涉及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3、公司历次股东会决议； 

4、公司历次股权变更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换发的《营业执照》及工商变

更备案文件； 

5、公司股东关于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质押等情况的说明；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有限公司的设立及其股本演变 

1、有限公司的成立 

1999 年 8 月 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有限公司（筹）核发了（京）

企名预核（内）设字(1999）第 10080598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核

准的公司名称为“北京中象网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9 年 8 月 18 日，全体股东签署了公司章程，章程中规定：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实物出资 10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深圳市众力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叶铁

旌以货币出资 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王国龙以货币出资 18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9%。 

此外，选举陈军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廷文、王国龙、谢威、叶铁旌为董事，

刘明晶为公司监事。 

1999 年 8 月 25 日，北京中恒永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永诚评报字

（1999）第 02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1999 年 8 月 25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2 台 SUN 服务器 E450300MHZ256*2 4.2G*8 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结果为 102

万元人民币。 

此资产为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999 年 8 月购入的 SUN ENTERPRISE 

450 企业级服务器，此服务器连接在 Internet 网上，作为 Web 服务器，实现信息

发布和查询，可以满足用户使用要求。 

1999年 9月 1日，北京中恒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永信验字(1999）

第 0234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货币出资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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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9 月 16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有限公司成立，获

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1087227）。根据记载，有限公司名称

北京中象网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路 80 号 13 室，法

定代表人陈军，注册资本 2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注册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信息咨询；销售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机械电器设备。（非

货币出资 102 万元未办财产转移手续）。 

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人民币/万元） 

1 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2 51% 0 

2 深圳市众力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60 30% 60 

3 叶铁旌 20 10% 20 

4 王国龙 18 9% 18 

合计 200 100% 98 

根据当时的《公司法》（1993）第 23 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

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第 25 条第一款：“股东应当

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

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

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之规定，中体网有限的实缴出资应当等于注册资本，其实物出资应当依法办理产

权移转手续。有限公司设立时未按照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及时办理非货币出资

产权移转手续的做法存在程序瑕疵。 

2、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1999 年 12 月 1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参加，一致决议：一、

同意股东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其在公司登记注册时认缴出资的实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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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02 万元，转移到公司财产内记入公司会计账目；二、自股东签订财产转移协

议书之日起，实物财产即归公司所有，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三、同意原公司股东深圳众力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的部分股权

（共计 46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3%），转让给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四、同意原公司股东深圳众力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的部分股

权（共计 12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6%），转让给刘明晶；五、同意原公司

股东深圳众力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的部分股权（共计 2 万元人民

币，占注册资本的 1%），转让给王国龙；六、公司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数额

和出资比例为：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48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

本的 74%；叶铁旌以货币方式出资 2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王

国龙以货币方式出资 2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0%；刘明晶以货币方式出

资 12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6%；七、同意免去谢威董事职务；八、同

意修改公司章程。 

1999 年 12 月 1 日，深圳市众力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中象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刘明晶、王国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1999 年 12 月 1 日，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中象网联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财产转移协议书，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其在公司登记注册时

认缴出资的实物财产 102 万元转移到北京中象网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双方自签

字、盖章之日起，转让方不再对该实物拥有所有权，以其出资额为限，享受股东

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2000 年 1 月 26 日，北京中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2000）中

威审字第 405 号《关于对北京中象网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中实物转移的

专项审计报告》，说明以上实物资产 102 万元已完成转移手续，已计入企业账务

账簿中。 

2000 年 2 月 16 日，北京中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威验字

（2000）第 208 号《变更验资报告书》，对上述股权变更行为进行说明，验证北

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众力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叶铁旌、王国龙缴

纳出资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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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2 月 22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以上情况进行变更登记，公司

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新的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信息咨询；销售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机械电器

设备。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人民币/万元） 

1 
北京中象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148 74% 148 

2 叶铁旌 20 10% 20 

3 王国龙 20 10% 20 

4 刘明晶 12 6% 12 

合计 200 100% 200 

有限公司设立时未按照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及时办理非货币出资产权移转

手续，但已进行过评估。并且此次办理财产转移手续及履行验资手续，可充分证

实公司实缴资本已全部到位，未造成不利影响。 

3、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变更企业名称等 

2000 年 2 月 20 日，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刘明晶、叶铁旌、王国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0 年 2 月 20 日，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合同》。 

2000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参加，一致决议：一、

同意公司股东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的公司部分股权（共计人民币

13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9%）转让给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二、

同意公司股东叶铁旌将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共计人民币 2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10%）转让给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三、同意公司股东王国

龙将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共计人民币 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转让给

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四、同意公司股东刘明晶将所持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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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股权（共计人民币 1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转让给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

限公司（香港）；五、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为：北京中象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方式出资 10 万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中华娱乐在线

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以相当于 190 万元人民币的美元现汇作价出资，占注册资

本的 95%。六、同意免去王延文、王国龙、叶铁旌等的董事职务，同意免去刘明

晶的监事职务。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00 年 2 月 20 日，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派陈军出任北京中体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职务，委派刘明晶出任北京中体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2000 年 2 月 20 日，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委派林伯华出任北

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并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2000 年 2 月 20 日，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同意聘用陈军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用刘明晶为公司副总经理。 

2000 年 2 月 2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出具了编号为（京）企名

预核（内）变字（2000）第 10170105 号《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预

先核准公司名称为：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 年 3 月 21 日，北京市崇文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向公司出具了编号为

崇外经贸批字（2000）12 号的《关于中外合资经营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合同、章程及董事会组成的批复》。具体批复：一、合营公司名称：北京中体

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二、合营公司投资总额为 200 万元人民币；三、合营企业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其中甲方以 10 万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出资，占注册

资本的 5%；乙方以相当于 190 万人民币的美元现汇作为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95%；

四、合营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路 88 号六层 606 室；五、合营公

司经营范围：生产、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提供互联网电子商务交流、技术开发

及服务；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技术咨询及服务、承接计算机工程项目；六、合营

公司经营年限为 30 年；七、外汇平衡由合营公司自行解决。 

2000 年 4 月 12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以上情况进行变更登记，公司领

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新的营业执照记载，有限公司名称北京中体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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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路 88 号 606 室，企业类别为合资经营

（港资），经营范围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系统软件；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注册资本人民

币 200 万元（注册资本待缴）；董事长陈军；副董事长林伯华；总经理陈军；副

总经理刘明晶；经营期限和执照有效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2030 年 4 月 11

日。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人民币/万元） 

1 
中华娱乐在线集团

有限公司 
190 95% 190 

2 
北京中象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0 5% 10 

合计 200 100% 200 

根据香港公司登记相关资料，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依据香港法

例第 32 章公司条例成立于 1999 年 8 月 23 日，公司编号 686141，注册地为 Room 

1509 C C Wu Building,302-8 Hennessy Road,Wanchai,HongKong（中国香港轩尼诗

道 302-308 号集成中心 1509 室），公司董事庞式端、王静舒。截止到本文件出

具日，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注销。 

2000 年 6 月 7 日，北京凌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2000 京凌验 6-7-4

号《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证外方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

公司（香港）于 2000 年 5 月 31 日将 179.985 万元港币（按当日港币兑换人民币

汇率 100 港币：106.22 元人民币，折合 191.18 万元人民币），存入北京中体网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天坛支行 1320140013 号账户内。截至

2000 年 5 月 31 日止，外方应认缴的出资额 190 万元人民币全部到位。其中中华

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多投入的 1.18 万元人民币，可作为公司的“资

本公积”处理。 

以上港币折合人民币为 1,911,800.67 元。公司在财务处理时计入资本公积为

11,800.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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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转让方将股权转让给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之前，各股东均已

经将注册资本实缴到位，故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无需再次实缴出资。为了

支持公司发展，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将资金注入到公司，本为对公司债权。

但由于公司相关人员对于法律理解不深入，误以为还需要再次以实缴出资的形式

注入公司，故再次验资。 

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将相关资金注入公司后，实际上公司财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900,000 元  贷：其他应付款——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

港）1,900,000 元。 

由于公司发展前期投入较多，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 2006 年 10 月 31

日，为了支持公司发展，控股股东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豁免公司对其其他

应付款 1,900,000 元，公司将大股东的赠予计入资本公积。公司的财务处理为：

借：其他应付款——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1,900,000 元，贷：资

本公积 1,900,000 元。 

4、有限公司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变更住所地等 

2000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体董事参加，一

致决议：一、同意公司的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分别由 200 万元人民币追加至 1000

万元人民币、700 万元人民币。二、同意公司注册地址由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路

88 号 606 室变更为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里 50 号。三、同意对原合同、章程条款

作相应修改。 

2000 年 7 月 17 日，北京市崇文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向公司出具了编号为

崇外经贸批字（2000）36 号的《关于中外合资经营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增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及修改合同、章程条款的批复》。具体批复如下：一、

将公司合同第三章第三条修改为：合营公司的法定地址为：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

里 50 号；二、将公司合同第五章第八条修改为：合营公司的投资总额为 1000 万

元人民币；三、将公司合同第五章第九条修改为：合营公司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

民币；其中甲方以 35 万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乙方以相当

于 665 万元人民币的美元现汇作为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95%。 

2000 年 8 月 1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以上情况进行变更登记，公司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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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京总副字第 014596 号）。新的营业执

照记载，有限公司名称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

路里 50 号，企业类别为合资经营（港资），经营范围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系统

软件；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 万元（实缴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董

事长陈军；副董事长林伯华；总经理陈军；副总经理刘明晶；经营期限和执照有

效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2001 年 1 月 31 日。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

例（%） 

实缴资本 

（人民币/万元） 

1 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 665.00 95.00 190.00 

2 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5.00 5.00 10.00 

合计 700.00 100.00 200.00 

 

5、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至 700 万元 

2000 年 9 月 15 日，北京中润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2000）润会

外验字第 003 号《验资报告》。本次验证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500 万元的投入情况

如下：中方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于 2000 年 9 月 12 日将 250,000 元人民

币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天坛支行开立的 8412014002787 号人民币账户。外方香港

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00 年 8 月 9 日将 4,479,850 港元汇入公司在交

通银行北京分行天坛支行开立的 8412014002787 号人民币账户,按当日港币兑换

人民币汇率 100 港币：106.16 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为 4,755,808.70 元。截止到

2000 年 9 月 14 日，中外双方投入到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累计投入公

司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民币，据此确认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其中，香港

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多投入的 17,609.37 元人民币应作为资本公积处

理。 

2000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体董事参加，一

致决议：截止 2000 年 9 月 14 日，中外双方本次投入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

币，累计投入公司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全部到位。同意公司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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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项向工商局有关变更手续。 

2000 年 10 月 17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以上情况进行变更登记，公司

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京总副字第 014596 号）。新的营

业执照记载，有限公司名称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崇文区天

坛东路里 50 号，企业类别为合资经营（港资），经营范围是开发、制造计算机

系统软件；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 万元（实缴资本人民币 700 万元）；

董事长陈军；副董事长林伯华；总经理陈军；副总经理刘明晶；经营期限和执照

有效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2029 年 9 月 15 日。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人民币/万元） 

1 
中华娱乐在线集

团有限公司 
665 95% 665 

2 
北京中象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35 5% 35 

合计 700 100% 700 

 

6、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参加，一

致决议：一、增加股东：同意增加新股东奥运科技有限公司（香港）；二、同意

外方股东转让出资：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愿意将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665 万人民币实缴出资转让给奥运科技有限公司（香港）。转让后

奥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 665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95%。中方股东北

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35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三、同意

调整董事会成员及委派方：陈军担任董事长职务，任职期限三年。由外方股东奥

运科技有限公司委派。陈宁担任副董事长职务，任职期限三年。由中方股东北京

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派。刘明晶担任董事职务，任职期限三年。由中方股东

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派；四、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2012 年 1 月 20 日，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与奥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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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中华娱乐在线集团有限公司以 665 万元的价格向奥运科技有

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95%的股权。 

2012 年 2 月 16 日，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委员会向公司出具了编号为海商审字

（2012）113 号的《关于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

上述股权转让行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以上情况进行变更登记，公司

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410145966）。新的营业执照记

载，有限公司名称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38 柏彦大厦 406J，法定代表人陈军，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

币 700 万元，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范围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开发、制造计算机系统软件；提供互联电子商

务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

营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2029 年 9 月 15 日。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人民币/万元） 

1 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665.00 95.00 665.00 

2 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5.00 5.00 35.00 

合计 700.00 100.00 700.00 

依据香港公司登记相关资料，奥运科技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条例》（香港法

例第 32 章）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注册为有限公司，其地址为为 FLAT/RM 

1001 10F, TAI YAU BUILDING, 181 JOHNSTON ROAD, WANCHAI, HK,公司编

号 1633498,股本 10000 股，每股面值 1 港币。（香港湾仔约翰逊路 181 号 Tai Yau

大厦 10 层 1001 房间），创办成员金栢利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为金栢利秘书

服务有限公司。2011 年 8 月 11 日，金栢利秘书服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奥运科

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以一港币的对价转让给 Smart Space Limited，同时将董事变更

为陈军。 

2011 年 9 月 15 日，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卢维平出具档案编号为

73913/SL/km 的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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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 

一、根据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公司

注册处查册所得之记录： 

1、奥运科技有限公司（OLYMPIC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

“该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为有限公司。 

2、注册编号：1633498 

3 、 注 册 地 址 ： Room 1001,10/F.,TaiYau Buiding,181 Johnston 

Road,Wanchai,HongKong. 

4、现任董事：陈军（Chen Jun）,中国护照号码：G22819237。 

二、根据该公司提供的该公司成员登记册及已缴付复印费的股份转让书，该

公司的现任股东为：Smart Space Limited。 

三、根据香港商业登记署记录，该公司已依据香港《商业登记条例》办理商

业登记，登记证号码：58684901-000-07-11-0。 

四、经本人查证，确认资信函是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出具。 

根据相关登记资料，Smart Space Limited 是依据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成立，注册号是 1660642，公司成立的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3 日，董事陈军，实

缴注册资本 1 万股，每股面值 1 美元，陈军持股 100%，公司注册地址 P.O.Box 

957,Offshore IncorporatinsCentre,Road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目前，公

司注册办事处地址 FLAT/RM 902 9F,FU FAI COMMERCIAL CENTRE 

27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 HK。 

7、有限公司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体董事参加，一

致决议：1、同意原股东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退出公司。2、同意新股东北

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加入公司。3、同意股东北京

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35 万元转让给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股

东奥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出资 65 万元转给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4、

同意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50 号 1 栋 301。5、同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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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的章程。 

2018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参加，一

致决议：1、变更后的投资情况：公司注册资本 7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奥运科技

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600 万元人民币，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35 万元

人民币，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65 万元人民币。2、同意公司注册地

址变更为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50 号 1 栋 301。3、同意修改后的章程。 

同时，陈军担任董事长职务，任职期限三年，由外方股东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委派；陈宁担任副董事长职务，任职期限三年，由中方股东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

公司委派；赵晓娜担任董事职务，任职期限三年，由中方股东北京津联泰咨询有

限公司委派；阎如玉担任监事职务，任职期限三年，由中方股东北京津联泰咨询

有限公司委派；陈军担任总经理职位，任职期限三年。 

2018 年 4 月 17 日，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

签订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 35 万元人民币转

让给受让方。 

2018 年 4 月 17 日，奥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签订转让

协议，转让方将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 65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

方。 

2018 年 4 月 18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对以上情况进行变更登

记 ， 公 司 领 取 了 新 的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息 代 码 ：

911101087002316942）。新的营业执照记载，有限公司名称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 50 号 1 栋 301，法定代表人陈军，注册

资本人民币 700 万元，企业类别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

围：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提供计算机网络

系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成立日期：1999 年 9 月 16 日，经营期限自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2029 年 9 月 15 日。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实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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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1 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85.71 600.00 

2 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 65.00 9.29 65.00 

3 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 35.00 5.00 35.00 

合  计 700.00 100.00 700.00 

 

（二）2019 年 12 月 25 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9 年 11 月 26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同时公司更名为“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6 日，股份公司全体发起人签订了《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 10 月 15 日出具

亚会 B 审字（2019）2476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有限公司净

资产为人民币 7,214,020.69；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5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7,274,020.69 元。公司股

份总数依据上述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进行折股，公司股本总额为 700 万元，

每股人民币 1 元，净资产折股后剩余的 214,020.69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9 年 12 月 13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全体股东审议通过了公司净

资产折合股份设立股份公司的议案；股份公司章程；并选举陈军、陈宁、赵晓娜、

高晓明、张海萌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选举阎如玉、何雨薇为监事，与职

工代表监事程梦婷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9 年 12 月 25 日，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7002316942 的《营业执照》，

股份公司正式成立。 

股份公司设立时股东及持股比例为：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

（万股） 

实缴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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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600 600 85.71% 净资产折股 

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 65 65 9.29% 净资产折股 

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 35 35 5.0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700 700 100 / 

 

股份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50 号 1栋 301 

法定代表人 陈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00 万元 

经营范围 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9年 9月 16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三）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本演变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的股东和股

本（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 

（四）子公司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1、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2019 年 4 月 26 日，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

创立本公司，选举陈军为执行董事兼经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卢昂为监事，

通过公司章程。 

2019 年 5 月 7 日，经南宁市兴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广西海畔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2MA5NRG972M），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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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南宁市兴宁区公园路 8号广西体育场第一游泳池南台房屋（从西数第 2、

3间） 

法定代表人 陈军 

注册资本 2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 年 5月 7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5月 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对体育文化业、娱乐业、旅游业的投资；体育产品的技术开发，体育场

馆运营管理，体育赛事活动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公关活动组

织策划，健身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体育培训信息咨询，体育信息咨询，

商品信息咨询；销售：体育用品、体育器材、文体用品、服装鞋帽、日

用百货、游泳池设备及用品、玩具、水处理用品及制剂、化工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机电产品、

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农副土特产品、有色金属；票务代理服务，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凭有效资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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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时，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军 120 60 

2 卢昂 80 40 

合计 200 100 

 

2、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变更 

2019 年 6 月 5 日，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

同意陈军转让公司 60%的股权（人民币 120 万元）给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卢昂自愿放弃有限购买权。 

2019 年 6 月 5 日，出让方陈军与受让方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甲方陈军自愿将所持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120

万（占注册资本 6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4 日，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南宁市兴宁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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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卢昂 80 40 

合计 200 100 

3、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变更 

2020 年 3 月 6 日，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

同意卢昂转让公司 40%的股权（人民币 80 万元）给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同意免去卢昂监事职务，委派韦宇宁担任监事职务。 

2020 年 3 月 6 日，出让方卢昂与受让方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卢昂将所持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40%

的股权，80 万注册资本转让给受让方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实缴

注册资本16万元，未实缴注册资本64万元。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36259

元。 

2020 年 3 月 9 日，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南宁市兴宁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0 

合计 200 100 

 

（五）子公司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1、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成立 

2018 年 6 月 19 日，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获取《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晋）登记内名预核字[2018]第 25543 号），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

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0 日，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股

东会，一致决定： 

一、公司名称：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二、公司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长兴路 1 号华润大厦 4 幢 3 层 0319 号。 

三、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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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由二位股东组成，甄晶认缴出资额 5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的 10%；来敏认缴出资额 45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出资比例的 90%。 

五、本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选举来

敏担任。 

六、本公司设经理一名，由执行董事来敏兼任。 

七、本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选举甄晶担任。 

2018 年 6 月 25 日，经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山西乐体倍力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成立，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100MAOK49DT1U），信息如下： 

名称 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兴路 1号华润大厦 4幢 3层 0319号 

法定代表人 来敏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 6月 25日 

营业期限 2018年 6月 25日至 2038年 6月 24日 

经营范围 

体育赛事活动策划；体验场馆经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展览展示服

务；体育用品、日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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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时，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来敏 450 90 

2 甄晶 50 10 

合计 500 100 

 

2、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第一次名称变更、第一次股权变更及第一次

经营范围变更 

2019 年 4 月 19 日，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 

一、同意股东来敏将所持本公司 51%的股权，计人民币 255 万元，以认缴的

形式全转让给新股东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本公司 29%的股权，

计人民币 145 万元，以认缴的形式全转让给新股东赵海峰，将所持本公司 10%

的股权，计人民币 50 万元，以认缴的形式全转让给新股东安令文，并退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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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意股东甄晶将所持本公司 10%的股权，计人民币 50 万元，以认缴的形式

全转让给新股东安令文，并退出股东会； 

二、股权转让后股东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赵海峰、安令文按照公

司章程承诺在 2023 年 6 月 20 日前缴足其认缴的出资额。 

二、同意继续聘任来敏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三、同意继续聘任甄晶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四、变更公司名称为：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五、变更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六、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体育赛事活动策划；体验场馆经营；文化艺术交

流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展会务服务；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健身服务；

体育用品、体育器材、服务鞋帽、日用百货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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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通过新公司章程。 

2019 年 4 月 19 日，出让方来敏与受让方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将拥有的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计人民币 255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 

2019 年 4 月 19 日，出让方来敏与受让方赵海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

让方将拥有的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9%的股权计人民币 145 万元转

让给受让方。 

2019 年 4 月 19 日，出让方来敏与受让方安令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

让方将拥有的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10%的股权计人民币 50 万元转让

给受让方。 

2019 年 4 月 19 日，出让方甄晶与受让方安令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

让方将拥有的山西乐体倍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10%的股权计人民币 50 万元转让

给受让方。 

2019 年 5 月 5 日，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

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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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5 51 

2 赵海峰 145 29 

3 安令文 100 20 

合计 500 100 

 

3、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变更 

2020 年 8 月 18 日，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股东会，

一致决定： 

一、同意吸收新股东来敏加入公司股东会。 

二、同意原股东赵海峰将所持公司股权人民币 14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

转让给新股东来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原股东赵海峰退出公司股东

会。 

三、同意公司原股东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股权人民币

25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转让给新股东来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司原股东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退出公司股东会。 

2020 年 8 月 20 日，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

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

元） 

出 资 比 例

（%） 

1 来敏 400 80 

2 安令文 100 20 

合计 500 1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有限公司设立时未按照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及时办理非货币出资产权

移转手续的做法是存在程序瑕疵的，但已经过评估，并且后期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履行验资手续，实缴资本已全部到位，未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将不会存在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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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纠纷。 

2、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设立，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设立时的法律法

规。 

3、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历次变更注册资本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合法、

合规。公司股东历次出资形式、比例合法、合规。因此，公司不存在虚假出资或

出资不实等情况；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股东所持股份

真实、有效，不存在股权代持、纠纷及潜在纠纷；公司全体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

质押、被冻结、保全等权利受限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八、公司的业务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公司工商档案； 

3、《审计报告》2； 

4、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决议、记录； 

5、公司关于是否存在海外经营行为的说明文件； 

6、公司关于主营业务的说明文件； 

7、工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记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组织文化体

育活动；企业策划；销售体育用品、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体育

咨询；体育竞赛组织；体育场馆管理；会议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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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的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1、中体网有限的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 

2、中体网的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如下： 

序

号 
变更时间 变更前 变更后 

1 2020 年 4 月 11 日 

提供互联电子商务系统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提供计算机

网络系统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组织文化

体育活动；企业策划；销售体育用品、

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体育咨询；体育竞赛组织；体育场馆管

理；会议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三）经营资质、证书和大陆外经营活动 

1.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质证书材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

其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质资格或资质证书如下：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 GR201911005567；发证日期为 2019

年 12月 2日；许可机关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有效期为三年。 

（2）软件企业认定证书，证书编号为京 R-2012-0210；发证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8 日；发证机关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 

2.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的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大陆外经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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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的主营业务 

1.根据《审计报告》2，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向国家体

育总局机关、各个重点项目中心、国家队和地方省市体育局等单位提供信息化系

统的科技服务。 

2、根据《审计报告》2，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年 1-4月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0,595,736.57元、9,708,911.66元、

1,497,027.69 元；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4 月营业外收入分别为：

0.09元、1,000.00 元、0.00元。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约为 100%。据此，公司主营

业务明确。 

（五）公司的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在可预见的期限内，

公司将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

因违法经营而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公司的

主要经营性资产上亦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构成影响的查封、冻结、扣押、拍卖等

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 经营范围、 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公司经营范

围发生变更，使得公司更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公司具备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不存在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禁止、限制公司开展目前业务的情形，相关业务合法合规。 

3、公司不存在大陆外经营的情形。 

4、公司主营业务明确，营业收入 100.00%来自主营业务收入。公司的主营

业务明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5、公司不存在持续经营方面的法律障碍。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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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依法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公司从

事其经营范围内的业务无需取得特定的经营资质和行政许可。 

九、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关联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营业执照； 

2、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情况； 

3、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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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 

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5、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公司自然人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个人信用报告》； 

6、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主要关联方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40 号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关联方认定标准以是否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为前提条件，并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即判断一方有权决定一

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及按照合

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生

产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或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

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

的制定，均构成关联方。 

关联方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 

1、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 

名称 关联关系及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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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85.71%股份 

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奥运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OLYMPIC TECHNOLOGY LIMITED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15 日 

商业登记证号 58684901-000-07-20-A 

住所 Room 902，9/F., Fu Fai  Commercial Centre ,27 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Hong Kong 

 

董事 陈军（中国护照编号：G22819237） 

注册资本 1 万港元 

登记证号码 58684901-000-07-20-A 

经营情况 公司自设立后除通过股权投资中体网外，未开展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港元） 出资比例 

1 Smart Space limited(bvi) 1 万元 100% 

 

（2）实际控制人 

名称 关联关系及持股比例 

陈军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间接持有公司 90.21%股份 

其个人简历如下： 

陈军，董事长，男，汉族，1964年 6月 11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大专学历；1984年 2月至 1992年 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

队为运动员；1992 年 11 月至 1997 年 2 月，在深圳市体育局为运动员；1997 年

5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法人代表及董事长、总

经理；199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法人

代表及董事长、总经理；2019年 12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3）控股股东母公司 

名称 关联关系及持股比例 

Smart Space Limited 
公司控股股东奥运科技有限公司的母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85.71%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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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Smart Space Limited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13日 

注册编号 1660642 

注册地址 P.O.Box 957,Offshore 

IncorporatinsCentre,Road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 

注册办事处地址 FLAT/RM 902 9F,FU FAI COMMERCIAL CENTRE 27HILLIER STREET SHEUNG 

WAN HK 

董事 陈军 

注册资本 5 万股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美元） 出资比例 

1 陈军 5 万元 100% 

 

2、其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关联方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北京中体网广告有限公司 35.00 25.00 直接持股 

北京津联泰咨询有限公司 65.00 9.29% 直接持股 

 

3、公司控股或或曾经参股的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司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100.00% 受让股权 

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曾经的控股

子公司 
225.00 51.00% 受让股权 

 

（1）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 05月 07日 

住所 南宁市兴宁区公园路 8 号广西体育场第一游泳池南台房屋

（从西数第 2、3间）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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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对体育文化业、娱乐业、旅游业的投资；体育产品的技术开

发，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体育赛事活动策划，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健身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会务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企

业形象策划，体育培训信息咨询，体育信息咨询，商品信息

咨询；销售：体育用品、体育器材、文体用品、服装鞋帽、

日用百货、游泳池设备及用品、玩具、水处理用品及制剂、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除国家

专控产品）、机电产品、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农副

土特产品、有色金属；票务代理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凭

有效资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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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2MA5NRG972M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万元 100.00% 

合计 200.00 万元 100.00 

 

（2）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 06月 25日 

住所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兴路 1号华润大厦 4幢 3层 0319

号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体育赛事活动策划；体育场馆经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展览展示服务；会展会务服务；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

健身服务；体育用品、体育器材、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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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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100MA0K49DT1U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来敏 400.00万元 80.00% 

2 安令文 100.00万元 20.00% 

合计 500.00 万元 100.00 

2020 年 8 月，由于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一直未实际经营，中体网将

持有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转让给来敏，不再持有山西赛信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股权。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

（万股） 

间接持股

（万股） 

合计持股

（万股） 

合计持股

比例% 

1 陈军 董事长、总经理 0 631.47 631.47 90.21 

2 陈宁 董事 0 3.50 3.50 0.5 

3 赵晓娜 董事 0 65.03 65.03 9.29 

4 高晓明 董事 0 0 0 0 

5 张海萌 董事、董事会秘书 0 0 0 0 

6 张新宇 监事 0 0 0 0 

7 何雨薇 监事 0 0 0 0 

8 程梦婷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9 阎如玉 前监事会主席 0 0 0 0 

10 洪巍 财务负责人 0 0 0 0 

合计 0 700.00 700.00 100．00 

（2）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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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其家

庭成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故相关人员的名单不再列举。 

5、其他关联企业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北京中体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简

称：中体网体育） 
实际控制人陈军对外投资的公司 

2 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陈军、陈宁在外担任高管的公司 

3 深圳市叁鹊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赵晓娜对外投资的公司 

4 深圳市二十四厘米服装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赵晓娜在外担任监事的公司 

5 深圳市金冠沃鑫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赵晓娜对外投资的公司 

（1） 北京中体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北京中体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 年 11月 07日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50号 604室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体育活动、体育产品的技术开发、培训；销售体育用品、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体育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未取得专

项许可的项目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00261746T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陈军 42.00万元 42.00% 

2 李川 33.00万元 33.00% 

3 陈飞 25.00万元 25.00% 

合计 100.00 万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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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陈军曾在北京中体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经理。2020

年 8月，陈军辞去北京中体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020年 8月，陈军已将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并辞去北京中体网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职务。 

（2）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05月 07日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 50号网联大厦 301 室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经营范围 

体育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

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木材、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金属材料、汽车配件；劳务服务；组织文

化体育活动；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未经专项

审批的项目除外。）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01633795536W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北京冲凌保险咨询中心 80.00万元 80.00% 

2 中国象棋协会 20.00万元 20.00% 

合计 100.00 万元 100.00 

报告期内，陈军曾在北京中体网体育广告有限公司担任经理。2020 年 8 月，

陈军辞去北京中体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报告期内，陈军曾在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陈宁

曾在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20 年 8月，中象文化已决议注销。

2020 年 8 月 12 日，中象文化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相关注销手续即将完成。 

（3）深圳市叁鹊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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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深圳市叁鹊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10月 16日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 6259号同泰时代广场 L1层

59、60、61、63号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经营范围 

为餐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及信息咨询，餐饮业投资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餐具、餐饮用品的销售。(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火锅、中餐、饮料、甜品的制售；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MA5ERT494E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赵晓娜 67.00万元 67.00% 

2 王杨 20.00万元 20.00% 

3 李辉志 13.00万元 13.00 

合计 100.00 万元 100.00 

（4）深圳市二十四厘米服装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二十四厘米服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 07月 26日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宝安大道 6259号同泰时代广场 L2层 49号 

注册资本 50万元 

经营范围 
服装、鞋、帽、服饰、袋、皮衣及相关成衣制品产品的批发、零

售；时装设计服务。服饰制造。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MA5EN0WM8C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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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艳 50.00万元 100.00% 

合计 50.00 万元 100.00 

（5）深圳市金冠沃鑫电子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金冠沃鑫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5月 06日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同泰时代中心 1栋 8楼 823 

注册资本 3万元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机电设备、通讯设备、制冷设备、

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手机及电脑配件的技术开发和销售；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335301366E 

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赵晓娜 3.00万元 100.00% 

合计 3.00 万元 100.00 

（二）主要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2及公司提供的文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货币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陈军 资产处置   68,640.78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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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其他应收款 陈军   31,263.00  371,751.51  

其他应收款 
北京中体网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 
  16,751.51  16,714.75  

其他应收款 潘国松 40,000.00      

其他应收款 张海萌 31,473.43  37,921.23    

其他应收款 程梦婷 30,000.00  90,000.00    

3、固定资产转让 

2018年 12月，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欲新购商务车，故将原使用的天籁

轿车出售给实际控制人陈军。该车购买原值 110,000.00 元，2018 年 12 月账面

价值 64,716.67元。公司将其出售给陈军的税后价格为 68,640.78元，该价格为

二手车市场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当，该关联交易必要且公允。 

4、股权转让 

2019 年，公司为业务发展需要，从陈军处购买了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60%的未实缴股权，交易价格为 0.00 元。 

上述两项交易均不属于日常性销售或采购，且价格公允，理由充分，故对于

独立性不造成重大影响。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执行情况 

1、《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该关

联交易事项的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但

全体股东均为关联方的除外。若股东大会拟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

后，表决票数无法达到法定要求时，则该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审议。股东大会

的决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应回避的关联股东对涉及自己的关

联交易可参加讨论,并可就交易产生原因、交易基本情况、是否公允等事宜解释

和说明。 

2、《董事会议事规则》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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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不

得参与表决,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但有权亦有义务参加该事项的审

议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本条所称关联董事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认定。 

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须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

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

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规定 

第二十条  公司与关联方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公司受赠现金除外，下

同）的交易，分别按照以下权限进行审议： 

（一）累计超过公司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 10%以上，由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

议通过。 

（二）累计超过公司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 5%以上，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单

笔交易超过公司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 4%以上，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除需要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其他关联交易由

总经理审批。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

董事行使表决权；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成立后上述关联交易制度得到了切实履行。 

（四）同业竞争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奥运科技及实际控制人陈军提供的情况调查表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奥运科技未对外投资；实际控

制人陈军除中体网外，直接持有公司股东中体网广告 90%股权、持有 Smart Space 

limited(BVI)100%股权、持有奥运科技 100%股权。 

2、公司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共同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企业之间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公司董监高人员提供的情况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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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署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外控股、实际控制、参股或重

大影响的企业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

主要关联方”部分所述。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同业竞争清理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奥运科技公司并未实际经营，不构成同业竞争；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兼总经理陈军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有中体网广

告、Smart Space limited(BVI)、奥运科技、中体网体育、哈尔滨市瀚飞体育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中中体网广告的经营范围已经变更，将不会构成同业竞争；

Smart Space limited(BVI)和奥运科技均未实际开展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中

体网体育已经将陈军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与无关系关系的第三人，且未在该公司担

任任何职位，故不会构成同业竞争；哈尔滨市瀚飞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于

2011年被吊销，亦不构成同业竞争。 

（3）公司董事陈宁对外投资或任职的公司有：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冲凌保险咨询中心。其中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手续；北

京冲凌保险咨询中心已于 1999 年 11 月 10 日被吊销。据此，董事陈宁对外投资

或任职的企业将不会构成同业竞争。 

（4）公司董事赵晓娜对外投资或任职的公司有：津联泰、深圳市叁鹊壹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冠沃鑫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二十四厘米服装有限公

司。其中津联泰经营范围中的“会议服务”与中体网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但根

据实际控制人陈军描述，津联泰并未实际开展此项业务，因此，津联泰与中体网

不构成实质竞争关系；除此之外的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实际经营的业务与中体

网均不相同，不构成同业竞争。 

（5）除上述已经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外

投资或任职的企业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外投资或任职，

不涉及同业竞争情况。 

据此，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任

职或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将不会构成实质同业竞争情况。 

（五）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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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

如下： 

“本人作为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未从事或参与和

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为避免与公司产生新的或潜

在的同业竞争，本人承诺如下：  

1、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

竞争的业务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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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本人在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承诺持续有效。 

3、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关于关联交易的内部管理制

度。公司现行的关联交易制度能有效保证公司在关联交易时做到价格公允，不损

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不涉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4、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已分别作出有效承诺以避免同业竞争及竞业禁止的行为，该等承诺真实、

合法、有效。 

十、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三会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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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工商登记文件； 

3、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 

（二）重大收购、合并和分立、资产置换、重大资产剥离的情况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合并和分立、

资产置换和重大资产剥离，存在两次收购行为，分别如下： 

1、2019 年 5 月，公司收购山西赛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51%股权，具体情况

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之“（五）子公司山西赛信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历史沿革”部分所述。 

2、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3 月，公司收购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具体情况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之“（四）

子公司广西海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历史沿革”部分所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增资行为。 

2、报告期内，公司无、合并和分立、资产置换、重大资产剥离行为；其收

购行为合法合规。 

十一、公司的主要财产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资产评估报告》； 

2、《审计报告》2； 

3、公司资产的相关证明文件。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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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固定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无房屋建筑物，经营场所均为租赁方式取得。公司现有的固

定资产主要包括运输设备、电子设备，根据《审计报告》2，截至 2020 年 4 月

30日，公司固定资产的价值如下： 

1、固定资产总体情况 

固定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元） 累计折旧（元） 账面净值（元） 成新率（%） 

电子设备 569,987.50 164,458.18 405,529.32 71.15% 

运输设备 237,531.03 67,696.36 169,834.67 71.50% 

合计 807,518.53 232,154.54 575,363.99 71.25% 

截至 2020年 4 月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 807,518.53元，固定资产净

值为 575,363.99元，总体成新率为 71.25%。其中电子设备和运输设备的成新率

分别为 71.15%、71.50%，账面价值占比分别为电子设备 70.48%、运输工具 29.52%。

其中，电子设备主要为台式电脑、笔记本、读卡器、路由器等，运输工具为 1台

别克 SGM6531UAAF商务车。 

2、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 数量 
资产原值

（元） 

累计折旧

（元） 

资产净值

（元） 
成新率（%） 是否闲置 

Bodyguard2

睡 眠 压 力

检测器 
20 76,724.13 20,651.58 56,072.55 73.08% 否 

合计 - 76,724.13 20,651.58 56,072.55 73.08% - 

 

（二）主要知识产权 

1、商标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申请注册的商标共 1个。具体如下： 

序

号 
商标 注册号 商品/服务项目 保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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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196185 

电视播放; 信息传送; 电话业务; 电话

通讯; 移动电话通讯; 计算机终端通讯; 

电信信息; 提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

讯联接服务; 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

接入服务; 为电话购物提供电讯渠道; 

2014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4

年 12月 27日 

上述商标注册人由“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中体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手续正在办理中，变更不存在法律障碍。 

2、域名 

序号 域名 首页网址 
网站备案/许

可证号 

审核通过时

间 
备注 

1 Caateam.com - -   - 

2 Sinosports.net - -   - 

3 Sportreg.org - -   - 

4 Syfce.org - -   - 

注：上述网络域名注册至今一直未使用。 

3、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的软件著作权共 24项。具体如下： 

序

号 
名称 登记号 取得日期 

取得

方式 
著作权人 

备

注 

1 

备战伦敦奥运会

综合管理信息化

平台 V1.0 

2013SR066661 2013.07.16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2 

篮球青少年注册

和篮球基地注册

管理系统 V1.0 

2013SR065563 2013.07.15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3 

全国冬季项目运

动员注册管理系

统[简称：冬季运

动员注册管理系

统] V1.0 

2013SR065288 2013.07.15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4 体育场馆信息化 2013SR066668 2013.07.16 原始 北京中体网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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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登记号 取得日期 

取得

方式 
著作权人 

备

注 

管理系统 V1.0 取得 发展有限公司 

5 

中国篮球协会注

册管理系统
V1.0 

2010SR056590 2010.10.27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6 

第 21 届冬季奥

运会中国代表团

参赛指挥系统
V1.0 

2010SR056589 2010.10．27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7 

综合性比赛成绩

管理及赛事信息

发布系统 V1.0 

2010SR056542 2010.10.27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8 

体育事业统计年

报报表系统[简

称：统计报表系

统]V1.0 

2013SR066664 2013.07.16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9 
运动员身份电子

核查系统 V1.0 
2013SR065303 2013.07.15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0 

体育运动学校教

学教案系统简称

[教学训练软

件]V1.0 

2010SR056544 2010.10.27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1 

国家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培

训系统 V1.0 

2010SR056543 2010.10.27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2 

体育赛事综合成

绩管理系统
V1.0 

2010SR056541 2010.10.27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3 
中超联赛数据库

系统 1.0 
2016SR241657 2016.8.31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4 
太原市体校管理

系统 V1.0 
2016SR241662 2016.10.31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5 

北京市体育局优

秀运动队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简

称：北京市体育

局运动队管理系

统]V1.0 

2016SR253689 2016.9.8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6 

山西省体育局运

动员注册管理系

统[简称：山西省

运动队注册管理

系统]V1.0 

2016SR241671 2016.8.31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7 
运动队评估系统

V1.0 
2016SR246623 2016.9.2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8 

全国竞技体育裁

判员综合信息管

理系统 V1.0 

2016SR241666 2016.8.31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19 中体网青少年运 2019SR0921665 2019.9.4 原始 北京中体网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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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登记号 取得日期 

取得

方式 
著作权人 

备

注 

动员赛前文化课

考试软件[简称：

青少年运动员赛

前文化课考试软

件]V1.0 

取得 发展有限公司 

20 

中体网体育专业

人才信息管理软

件[简称：体育专

业人才信息管理

软件]V1.0 

2019SR0921669 2019.9.4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21 

中体网青少年后

备人才基地管理

软件[简称：青少

年后备人才基地

管理软件]V1.0 

2019SR0924878 2019.9.5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22 

中体网青少年体

育基础数据填报

软件[简称：青少

年体育基础数据

填报软件]V1.0 

2019SR0925705 2019.9.5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23 

中体网全运会竞

赛训练管理软件

[简称：全运会竞

赛训练管理软

件]V1.0 

2019SR0921268 2019.9.4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24 

中体网田径国家

队备战奥运会信

息分析软件[简

称：田径国家队

备战奥运会信息

分析软件]V1.0 

2019SR0924777 2019.9.5 
原始

取得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上述软件著作权人名称由“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中

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手续正在办理中，变更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主要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2、公司提供的《固定资产清单》及本所律师抽查主要设

备的采购发票，公司的主要经营设备为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等。根据《审

计报告》2，截至 2020年 4月 30日，公司设备账面净值合计为 575,363.99 元。 

（四）公司对外长期投资 

根据《审计报告》2，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长期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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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4 月 30 日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价值 

对子公司投资    240,000.00    240,000.00  376,259.00    376,259.00  

1、 对子公司投资 

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

少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

备期末

余额 

广西海畔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240,000.00  240,000.00   

2、 （续） 

被投资单位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

少 

2020 年 4

月 30 日 

本期计提

减值准备 

减值准

备期末

余额 

广西海畔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240,000.00 136,259.00  376,259.00   

（五）租赁房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租赁的房产情况如下： 

承租方 出租方 地理位置 
建筑面积

（平米） 
租赁期限 

租赁

用途 

北京中体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体育总

局训练局 

北京市东城区天

坛东路 50 号网联

大厦 301、302 号 

116.00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办公 

北京中体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体育总

局训练局 

北京市东城区天

坛东路 50 号网联

大厦 301、302 号 

116.00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办公 

北京中体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体育总

局训练局 

北京市东城区天

坛东路 50 号网联

大厦 404 号 

60.00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办公 

北京中体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鑫企旺

物业管理中

心 

北京市东城区天

坛东路 74 号 
45.58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办公 

 

（六）主要财产权利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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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产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的请形，亦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利争议纠

纷、权属不明的情形；上述主要财产由公司独立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与

其他方共有产权以及对他方有重大依赖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资产权属清晰，公司拥有的主要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不存在质押

或被查封、冻结、扣押、拍卖的情形，公司行使其所有权/使用权不存在法律障

碍。 

2、公司已取得的知识产权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

形，公司已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公司的知识产权，以保障已取得的知识产权的有效

性。 

3、公司主要经营设备所有权系公司通过采购方式取得，权属关系真实、合

法、有效。 

4、公司对外长期投资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5、公司的上述房屋租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挂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十二、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销售及其它重大合同；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公司无重大诉讼的说明》； 

3、公司出具的关于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

人身权等原因而发生重大侵权之债的《确认书》； 

4、《审计报告》2。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的重大合同 

报告期内，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1、销售合同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为了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实际合作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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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客户主要签署的是框架协议。报告期内，公司与客户签订重要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客户名称 关联关系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情况 

1 

全运会竞赛训练

管理系统软件合

同 

陕西省体

育运动服

务保障中

心 

否 软件开发 193.00 履行完毕 

2 

广西青少年体育

工作及优秀运动

队信息管理系统

采购合同 

广西壮族

自治区体

育局 

否 软件开发 125.00 履行完毕 

3 

北京市体育产业

发展大数据平台

建设协议 

北京市体

育局 
否 软件开发 120.00 履行完毕 

4 

田径项目国家队

2018 年备战比赛

信息、情报资料、

综合管理、云端服

务器建设科技服

务协议 

国家体育

总局田径

运动管理

中心 

否 
信息咨询

服务 
95.00 履行完毕 

5 

田径竞走、投掷项

目国家队 2018 年

训练负荷与疲劳

监控、数据收集综

合科技服务协议 

国家体育

总局田径

运动管理

中心 

否 
信息咨询

服务 
95.00 履行完毕 

6 
亚运会参赛指挥

系统服务协议 

国家体育

总局竞技

体育司 

否 软件开发 92.23 履行完毕 

7 

2018 年中央彩票

集中公益金支持

地方体育事业运

动健康理论与实

践项目协议 

广西壮族

自治区体

育局 

否 
培训活动

承办 
195.20 履行完毕 

8 

2019 年国家体育

总局备战信息服

务合同 

国家体育

总局竞技

体育司 

否 
信息咨询

服务 
191.00 履行完毕 

9 

田径项目国家队

2019 年备战比赛

信息、情报资料、

综合管理、云端服

务器建设科技服

务 

国家体育

总局田径

运动管理

中心 

否 

软件开发、

信息咨询

服务 

109.80 履行中 

10 

田径竞走国家队

2019 年训练负荷

与疲劳监控、数据

收集综合科技服

务 

国家体育

总局田径

运动管理

中心 

否 
信息咨询

服务 
91.35 履行中 

11 

2019 年全国各级

各类体校教练员

通识知识更新轮

训班项目采购合

同 

广西水上

运动发展

中心 

否 
培训活动

承办 
89.70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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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解放军代

表团参赛指挥系

统服务项目协议 

北京壹体

体育产业

发展有限

公司 

否 

信息咨询

服务，系统

升级维护 

61.70 履行完毕 

13 

田径竞走和投掷

项目国家队备战

东京奥运会（2020

年度）训练负荷与

疲劳监控、数据收

集综合科技服务 

中国田径

协会 
否 

信息咨询

服务 
74.46 履行中 

14 

田径项目国家队

备战东京奥运会

（2020 年度）比

赛信息、情报资

料、综合管理、云

端服务器维护科

技服务 

中国田径

协会 
否 

信息咨询

服务 
92.46 履行中 

 

注：公司的重大销售合同标准为合同标的金额 50.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2、采购合同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针对客户的突发性任务，适当选取外

部协作单位或个人进行合作。报告期内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供应商名称 关联关系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情况 

1 购销合同 

上海熙然仪

器设备有限

公司 

否 

训练效果

评估与快

速恢复系

统软件，睡

眠压力监

测器，训练

节奏调控

数据系统 

30.16 履行完毕 

2 合同书 

广西新旅程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否 

开发运动

队疾病档

案系统 

20.00 履行完毕 

3 销售合同 

小鱼优道

（北京）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否 

视频会议

系统软硬

件 

15.51 履行完毕 

4 合作协议 

广西数知语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否 

体育数据

分析与监

测服务 

15.30 履行完毕 

5 协议书 

南宁双龙实

业有限责任

公司华星酒

店 

否 住宿服务 33.67 履行完毕 

6 销售合同 

南宁市帝豪

国际大酒店

有限公司 

否 住宿服务 19.42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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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销售合同 

广西昊天企

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柳

州河西酒店

分公司 

否 住宿服务 17.79 履行完毕 

 

注：公司的重大采购合同标准为合同标的金额 10.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合同均发生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合同的内容及形式均

合法有效，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不存在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本次

挂牌并公开转让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审计报告》2及公司的确认，经本所律师在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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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2，截止 2020 年 4 月 30 日，除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

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主要关联交易”之“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项”已披露的应收、应付款外，公司其他应收、应付款均系因正常的经营活动而

发生的款项，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的上述合同都是在正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合同的内容、形式及取得

方式均合法有效，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已履行完毕的重大业务合同不存在

纠纷。目前，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业务合同均正常执行。上述合同不存在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2、公司前述重大合同不存在因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而导致不能

成立或无效的情况。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侵权之债。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权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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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2、公司历次修改章程的会议文件； 

3、公司的工商档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的制定及历次修改均已履行了法定程序，并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现行章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

章程必备条款》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章程的内容合法有效。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的组织机构图； 

2、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3、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决议、记录； 

4、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

理层等组织机构，具体设置如下： 

1、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 

2、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下设董事会秘书，处理董事会日常事

务。董事会秘书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3、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 1名为职工代表监事，设监事会主席 1 名。 

4、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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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经理 1 名，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1 名，均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制定了《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北京中体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则分别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会议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三）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三会召开情况如下： 

1、股东大会 

（1）2019 年 12 月 13 日，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

份公司筹建情况的报告》、《关于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议案》、《关于确认、

批准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以及为筹建股份公司所签署的一

切有关文件、协议等均由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继的议案》、《关于股

份公司设立费用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注册地址议案》、《关于股份公司章

程的议案》、《关于选举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股份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关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制度的议案》、《关于董事、监事候选人推荐办法的议案》、

《关于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股改变更事宜的议案》、《关于股份公司继续使用有限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

议案》、《关于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2020年 4 月 11日，全体股东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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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

于修改监事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关

于修改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改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

案》、《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

财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

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股

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 

（3）2020年 5 月 12日，全体股东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审议《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2020年 5 月 31日，全体股东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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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纳

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采取集合竞价方式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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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

年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年投资子公司的议案》、《关

于制订<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制订

<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5）2020年 7 月 21日，全体股东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董事会 

（1）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

公司首届董事会董事长并聘任了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2）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等议案。 

（3）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总经理工作报告、财务决算报告等议案。 

（4）2020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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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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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纳入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采取集合竞价方式的议案》、《关于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评估意见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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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 年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关于追认公司在 2019 年投资子公司的议案》、《关于追认公

司在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制订<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制订<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关于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5）2020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变更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议案。 

3、监事会 

（1）2019年 12 月 13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程梦婷为职工代表

监事，与阎如玉、何雨薇共同组成公司监事会。 

（2）2019年 12 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

首届监事会主席。 

（3）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选举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4）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决算报告等议案。 

（5）2020年 7 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

更监事的议案。 

 

经核查，股份公司已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

了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定了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形成了对关联交易、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等重要事项的审核机制，加强了公司的

抗风险能力，进一步保障了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制定了针对投资者关系、信息披

露及财务管理等事项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了投资者关系的管理，并建立了有效

的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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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司其职，认真履行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各项经营决策也都按《公

司章程》和各项其他规章制度履行了法定程序，合法有效，保证了公司的生产、

经营的规范发展。 

（四）公司治理机制及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的评估 

1、公司治理机制 

（1）股东的权利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依照其所持

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

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三）对公司的经

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五）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

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六）公司

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七）对股

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八）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公司充分保障股东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2）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章程》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出了规定，包

括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原则、内容和方式、组织与实施等。《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规定，董事会秘书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的负责人。第十六条规定，

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包括的主要职责是：（一）信息沟通：根据法律、法规和投

资者关系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通

过举行分析师说明会及路演等活动，与投资者进行沟通；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传真、接待来访等方式回答投资者的咨询。（二）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

期报告、季度报告的编制、印制和邮送工作。（三）筹备会议：筹备年度股东大

会、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准备会议材料；（四）分析研究。统计分析投

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数量、构成及变动情况；持续关注投资者及媒体的意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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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报道等各类信息并及时反馈给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五）沟通与联络。整

合投资者所需信息并予以发布；举办分析师说明会等会议及路演活动，接受分析

师、投资者和媒体的咨询；接待投资者来访，与机构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保持经

常联络，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参与度。（六）公共关系。建立并维护与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媒体以及其他公司和相关机构之间良好的公共关系；在涉讼、重

大重组、关键人员的变动、股票交易异动以及经营环境重大变动等重大事项发生

后配合公司相关部门提出并实施有效处理方案，积极维护公司的公共形象。（七）

媒体合作：加强与财经媒体的合作关系，安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重

要人员的采访报道。（八）网络信息平台建设：在公司网站上披露公司信息，方

便投资者查询。（九）危机处理：在诉讼、仲裁、重大重组、关键人员的变动、

盈利大幅度波动、股票交易异动、自然灾害等危机发生后迅速提出有效的处理方

案。（十）有利于改善投资者关系的其他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投资者管理的基本原则如下：（一）

充分披露信息原则：除强制的信息披露以外，公司还应主动披露投资者关心的其

他相关信息，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二）合法合规披露信

息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的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三）投资者机会均等原则：

公平对待公司的所有股东及潜在投资者，避免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四）高效

低耗原则：选择投资者关系工作方式时，充分考虑提高沟通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五）互动沟通原则：主动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建议，实现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

双向沟通，形成良性互动。（六）保密原则：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时注意尚

未公布信息及内部信息的保密，避免和防止由此引发泄密及导致相关的内幕交易。 

公司注重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进一步加强了公司与投资

者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高公司治

理水平，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司和股东利

益最大化。 

（3）纠纷解决机制 

《公司章程》对纠纷解决机制做了相应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本公司

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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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的

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

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

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

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

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

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

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

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及

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解

决。” 

（4）关联股东和董事回避制度 

《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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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股东不应当参与该关联交易事项的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

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但全体股东均为关联方的除外。若股东大会拟审议的关联交

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后，表决票数无法达到法定要求时，则该关联交易事项无

需回避审议。股东大会的决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应回避的关

联股东对涉及自己的关联交易可参加讨论,并可就交易产生原因、交易基本情况、

是否公允等事宜解释和说明。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

东或者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第一条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

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全部股东均有关联关系时，无需回避。 

公司所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八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

董事不得参与表决,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但有权亦有义务参加该事

项的审议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本条所称关联董事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认定。 

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须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

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

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的评估结果 

公司全体董事对公司现有治理机制能否给所有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以及能

否保证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并对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纠纷解决机制、关联股东和董事回避制度以及财务

管理、风险控制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进行了讨论。公司董事会对治理机

制执行情况评估意见如下： 

“1.有限公司阶段治理机制的建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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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阶段，公司设立了董事会,未设立监事会，只设立监事一名。 

在制度建设方面，出于对决策效率的考虑，有限公司未单独制定诸如关联交

易、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的决策和执行制度，且行政主管机关对非上市（挂牌）

企业也没有信息披露的要求，公司也没有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2.有限公司阶段治理机制的运行情况： 

有限公司阶段，在涉及公司的股东股权、注册资本、注册地址等事项的变更

时，均依照有限公司章程要求召开了股东会。但是由于公司的治理机制较为简单，

在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方面也无章可循，公司管理层在涉及此类决策时自行进

行了权限划分。此外，有限公司曾存在董事会、股东会会议次数不清、董事、监

事未按时进行换届选举等治理瑕疵。但上述瑕疵不影响决策机构决议的实质效力，

也未对有限公司、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 

3.股份公司阶段治理机制的建立情况： 

股份公司自成立起就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公司章程》，依法设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对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

岗位设置，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此外，公司还通过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经理工作细则》、《关联

交易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内部治理细则，进一步强化了公司相关治

理制度的操作性。 

股份公司成立时，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制定了《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规定了股东的知情权、股东的召集权和主持权、股东的临时提案权等参与权、

股东的质询权以及股东的表决权。 

公司的治理制度和机制，能够保证全体股东的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

决权等权利，《公司章程》符合证监会、股转系统的相关规定。 

4.股份公司阶段治理机制的运行情况：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

规范运行。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公司已经召开过临时股东大会 2 次、第一届董

事会 2 次、第一届监事会 2 次。公司“三会”的召开均符合《公司法》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决议内容没有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三会”

议事规则等规定，也没有损害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合法利益，会议程序合法、

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规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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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公司已结合自身特点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内部

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从而保证了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

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制定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涉及行政、人事、

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涵盖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事管理等

整个经营过程的管理控制。总体而言，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存

在重大缺陷，实际执行过程中亦不存在重大偏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现了完整

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董事会认为，公司现有的一整套公司治理制度能给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并且保证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

权利。该套制度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决策科学性、保护公司及股东利

益，有效识别和控制经营中的重大风险，便于接受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推

动公司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经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在完整性、有

效性和合理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并能够严格有效地执行。 

5.董事会还对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及解决措施进行了讨论和评估。 

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由于规模较小，管理层规范治理意识相对薄弱，公司

治理存在不规范之处。自成立股份公司后，公司积极对有限公司时期治理不规范

的情况进行整改，通过《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不断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改进股份公司的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水平。 

股份公司未来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强化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方面的理解、执行能力，督促

其勤勉尽责，树立现代公司治理理念，正确履行《公司章程》和“三会”议事规

则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保证全体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

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权利。对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将严格按照《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采取措施逐步减少关联交易；对公司发

生的对外担保、对外投资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同时，为了进

一步贴合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企业规范运营和信

息披露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利益，接受

社会公众的监督，如果公司股票顺利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公司

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对公司敏感信息进行管理。继续积极创造条件，保证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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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召开相关会议、现场检查、内部审计等措施对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监督、行使相关监督职权，以保证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健全

的组织机构，各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 

2、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三会议事规则的内容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

的要求，内容具体、明确，具备可操作性，运行制度规范。 

3、公司设立以来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

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4、公司设立以来，其重大决策履行了内部批准程序，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

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有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

制的评估客观、准确有效。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声明；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 

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相关会议文件；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个人征信报告》。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简历 

1、公司现任董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有董事 5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为

陈军、陈宁、赵晓娜、高晓明、张海萌。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简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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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军，董事长兼总经理，男，汉族，1964 年 6 月 11 日出生，中国国

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84年 2月至 1992年 9月，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炮兵部队为运动员；1992 年 11 月至 1997 年 2 月，在深圳市体育局为

运动员；1997年 5月至 2020年 8月，在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法人代

表及董事长、总经理；199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担任法人代表及董事长、总经理；2019 年 12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2）陈宁，董事，男，汉族，1971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毕业于英国萨里大学，硕士学历；1993 年 9月至 1997年 2月，在北京创

年技贸公司担任业务经理；1997年 3月至 2002 年 7月，在北京中象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担任部门经理；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11 月，在英国萨里大学就读 MBA

专业；200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市场

部经理；2019年 12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3）赵晓娜，董事，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辽宁省沈

阳市经济管理学校空中乘务专业。2001年 9 月至 2014年 6月，在深圳航空公司

担任职员；2014 年 7 月至今，在深圳市津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19 年 12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4）高晓明，董事，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北财经

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04

年 2 月至 2011 年 10 月，在北京亿阳信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8 月，在北京奥美互动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助理顾问；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待业；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北京诺门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2015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北京中体网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2019 年 12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 

（5）张海萌，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

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07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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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2019 年 12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2.公司现任监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有监事 3名，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员为

张新宇、何雨薇、程梦婷。公司监事会成员的简历如下： 

（1）张新宇，男，1996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2017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软件测试专业，大专学历。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北京佳禾博通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软件研发工程师；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软件研发工程师；2019

年 12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2）何雨薇，女，1994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7

年 6月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新闻专业，本科学历。2017年 6月至 2019 年 12月，

在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2019年 12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3）程梦婷，监事会主席，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石

家庄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石家

庄铁大科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部工作；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待业；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北京汇博教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部工作；

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北京中体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2019

年 12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3.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1）陈军，总经理，详见本节：“（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简历”之“1.公司现任董事”。 

（2）张海萌，董事会秘书，详见本节：“（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简历”之“1.公司现任董事”。 

（3）洪巍，财务负责人，女，1980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2011 年 1 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本科学历。主要工作经历：

2004 年 03 月至 2004 年 12 月，在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司担任营业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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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助理；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人才交流开发中心担任行政；

2006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在宝健（中国）有限公司担任行政；2008 年 01 月

2011 年 12 月，在小玩皮（福建）服装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12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在北京市崇文依夫制衣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北京春雪会计服务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19 年 12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会计、财务负责人。其不存在对外投资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

的情况。 

4、公司现任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及任期 

国

籍 

境 外

居 留

权 

性

别 

年

龄 
学历 

职

称 

研究成果（与公

司业务相关） 

1 张海萌 
软 件 开 发 部 经 理

（2007.5 -无固定期） 

中

国 
无 男 35 本科 无 

运动员注册管

理系统，运动队

训练管理系统，

大型综合性赛

事信息管理系

统 

2 高晓明 
软件开发部副经理

（2015.6 -无固定期） 

中

国 
无 女 40 本科 无 

国家队训练质

量管理评估系

统，奥运会备战

沙盘系统 

3 程梦婷 
软件开发部技术员

（2017.10-2020.10） 

中

国 
无 女 27 专科 无 

国家队训练质

量管理评估系

统，奥运会备战

沙盘系统 

4 潘国松 
软件开发部程序员

（2016.11 -2022.11） 

中

国 
无 男 24 专科 无 

运动队训练管

理系统，奥运会

备战沙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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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新宇 
软件开发部技术员

（2018.3   -2021.3） 

中

国 
无 男 24 专科 无 

运动员注册管

理系统，运动队

训练管理系统，

大型综合性赛

事信息管理系

统 

续表： 

序号 姓名 职业经历 

1 张海萌 
2007 年毕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学历。2007 年 6 月至

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软件开发部程序员、经理。 

2 高晓明 

2004 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专科学历；2013 年毕业

于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本科学历。2004年 2 月至 2011 年 10

月，在北京亿阳信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 SLA 网络评估事业部、行业解决方

案部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8 月，在北京奥美互动

咨询有限公司的 Consultant 部门担任助理顾问-数据职务；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待业；2014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北京诺门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2015 年 6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软件开发部副经理。 

3 程梦婷 

2016 年毕业于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专科学历。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北京汇博教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部担任程

序员；2017 年 11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开发部担任

技术员。 

4 潘国松 

2016 年毕业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软件开发专业，专科学历。2016 年 1

月至 2016年 8月在北京理正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开发部研发人员；2016

年 11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软件开发部程序员。 

5 张新宇 

2017 年毕业于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软件测试技术专业，专科学历。2016

年 11月至 2018年 2月，在北京佳禾博通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

2018 年 3 月至今在北京中体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开发部担任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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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变化情况 

1、中体网有限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公司已设立董事会，由陈军担任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宁任副董事长、赵晓娜任董事。中体网有限变更为股份公司

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由陈军、陈宁、赵晓娜、高晓明、张

海萌 5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陈军担任。  

2、中体网有限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未设监事会，由闫如玉担任监事;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设立监事会，由张新宇、何雨薇、程梦婷 3 名监事组成，

监事会主席由程梦婷担任。 

3、中体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聘任陈军为总经理、聘任张海

萌为董事会秘书、聘任洪巍为财务负责人。 

4、报告期内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董监高竞业禁止情况 

经本所律师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查询，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个人简历，该等人员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该等人员出具的竞业禁止承诺，

未发现同业竞争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和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2、报告期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是由于股份公司设立以及

治理机制完善而引起，有利于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合法有效。 

3、公司认定核心技术人员，有利于保障员工的相对稳定。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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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纠纷或潜

在纠纷。 

十六、公司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三证合一后的营业执照； 

2、公司报告期内的纳税申报表和税收缴款书； 

3、《审计报告》2；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的税务登记 

因现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公司现持有北京市

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16942）。 

（二）公司主要税种及税率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审计报告》1、《审计报告》2，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法定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

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

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3.00、6.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7.00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00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3.00 

地方教育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消费税计征 2.00 

（三）公司及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6 年 12月 22 日，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从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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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2日，公司经复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公司继续享

受高新技术企业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四）公司取得的财政补贴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审计报告》2，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享有

政府补贴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4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减免税款  9,826.84  

社保补贴款 4,620.00   

合计 4,620.00 9,826.84  

 

（五）依法纳税情况 

经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不存在欠税、偷税等重

大违法行为，未因税务违法、违规而受到有关税务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缴纳各项国税和地税税款，不

存在欠缴税款的情况，亦不存在因违反税收征管法规而受到税务部门重大处罚的

情形。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行政

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公司享有税收优惠符合政策规定；公司报告期内取得政

府补贴的营业外收入，发生金额较小，对利润影响较小。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出具的关于环境保护及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的说明文件； 

2、核查公司目前所执行的质量和技术标准情况。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的环保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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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业务情况，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不属于

国家规定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目录》中所示的重污染行业，不存

在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纠纷或可预见的潜在纠纷。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供信息化系统的科技服

务，不涉及产品质量问题。 

（三）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能够严格遵守和认真执行有关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

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的处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的经营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 

2、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质量及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报

告期内未因违反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的处罚的情形。 

十八、公司的外汇管理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的外汇业务登记凭证； 

2、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外汇补登记的申请书》； 

3、公司提供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 

4、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根据 2014年 7 月 14日发布并实施的《国家外汇管理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

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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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37 号文），境内居民（含境内机构和境内居民个人）以投融资为

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者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

者权益而在境外直接设立或者间接控制境外企业（以下简称：特殊目的公司）的，

向注册地外汇局或者境内企业资产或者权益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办理登记办理境

外投资外汇登记（或补登记）。37 号文规定，在该通知实施前，境内居民以境

内外合法资产或者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但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

记的，境内居民应向外汇局出具说明函说明理由。外汇局根据合法性、合理性原

则办理不登记，对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37 号文规定，

境内居民以境外合法资产或者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前，应向外汇局申请办理

外汇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境内居民未按规定办理相关外汇登记、未如实披露

返程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信息、存在虚假承诺行为，外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五）项进行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

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对机构可以处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五）

违反外汇登记管理规定的。 

2011 年 7 月，陈军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了 Smart Space Limited，持有

Smart Space Limited 100%的股权。在此之后，陈军通过 Smart Space Limited

间接持有奥运科技 100%的股权，并通过奥运科技间接持有中体网股权。按照上

述法律规定，应当依法办理外汇补登记手续。  

2018 年 10 月 24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向中体网出具《行政

处罚决定书》（京汇简罚[2018]165号）。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处罚部门 处罚对象 事由 处罚形式 金额（） 

2018年 10

月 24日 

国家外汇管

理局北京外

汇管理部 

北京中体网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未按规定办理 2014

年至 2016年度直接

投资存量权益登记 

给予警告，并

处 1000 元人

民币罚款 

1,000.00

元 

 

2018年 11月 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军替公司及时缴纳了罚款，公司此后

未再次违反相关规定。以上情节轻微，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该等处罚不

构成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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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公司无重大诉讼的说明》及《关于公司

无违法违规的说明》； 

2、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不存在诉讼、仲裁等情况的《确认函》；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本人/本机构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说明》。 

同时，本所律师查询了“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本所律师审核后确认： 

（一）公司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已披

露的外汇补登记行政处罚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涉诉情况 

根据公司相关股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涉诉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对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的预防制度较为健全。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管辖的规定，并基于中国目前法院、

仲裁机构案件受理程序和公告体制，在诉讼或仲裁案件受理缺乏统一公开查阅公

告系统的情况下，本所对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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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已经存在的重大法律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核实尚无法穷尽。本所律师

的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做出的陈述和说明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做出的。 

二十、推荐机构 

公司已聘请华安证券作为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推荐

机构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授予的主办券商业务资格，具备担任公司本次

挂牌的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二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挂牌的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

规则》、《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

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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