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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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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苏兰创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以下简称“挂牌事宜”）的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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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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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标准指引》）及相关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

精神，为公司本次挂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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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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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

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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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三、本所律师不对有关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引用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中的数据或结论时，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字或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四、公司保证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要的真实、完整、

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和披露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隐瞒、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副本与正本一致、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提供的文件材料真实、有效；保

证所有的口头陈述和说明与事实相符。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

意见书。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事宜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律师已经归类整理核查和验证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和获取的材料，并

形成记录清晰的工作底稿。 

八、本法律意见书的使用限于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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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网信科技、股份公司、公司 

 

指 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苏州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中天 指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所 

 

指 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 

本意见书 指 《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网信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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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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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基本标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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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报告期 

 

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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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1 月 21 日，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

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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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的议案》、

《关于苏州网信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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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后采用集合竞价方式转让股票的议案》、《关于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推荐主办券商的议案》以及《关于

召开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

意将前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 2 月 6 日，股份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苏

州网信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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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苏州网信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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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的议案》、《关于苏州

网信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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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用

集合竞价方式转让股票的议案》以及《关于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苏州

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推荐主办券商的议案》，股份公司权力机构

批准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提供的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决议及出席人员资格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

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已经与主办券商签订推荐挂牌并持

续督导协议，本次挂牌尚需要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审查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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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系由苏州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2017 年 12 月 16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

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定有限公司以净资产折股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取得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20509666385322L 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法定代表人刘辉，注册资本 800 万元。住所：吴江经济开发区联杨路科技

创业园，经营范围：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建筑

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硬件、电子产品设计、研发及销售；企业营销策

划；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发布、制作；会务服务；

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展览展示策划；安全技术防范工程。（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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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长期。 

本所律师认为，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本次整体变更履行了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已经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份公司

的设立合法有效。 

（二）公司是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提供

的书面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出现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公司、

经营期限届满、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危害公共利益等被依法撤销或宣告破产

的情况。 

2018 年 3 月 12 日，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股份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12 日没有因违反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

受到处罚的记录。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根据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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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依法应予以终止的情形，公司依法设立且合法有效

存续。 

 

三、公司符合挂牌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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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对公司挂牌所应具备的实质条件

逐项进行了审查，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其他专业机构的意见，本所律师认为：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前身为苏州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2018

年 1 月 10 日经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准，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并

领取了股份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原账面净资产折股形式整体变更

设立的股份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持续经营两年以上，设立

取得政府有权部门批准，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 2.1 条第一项“依法设立且存

续满两年”及《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公司主营

业务为智慧城市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智慧旅游、智慧政务、信息

安全、弱电智能化等）以及相应的软件开发与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可分为

两大类：分别为智慧城市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系统集成服务）以

及软件的开发与销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现金流量、营业收入、

交易客户、研发费用支出等营运记录。公司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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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为 105,362,199.30 元，累计不低于 1,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股本为

800 万元，不少于 5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为 2.41 元，不低

于 1 元/股。 

3、根据公司历年年度检验报告或年度公示信息等文件并经公司说明，公司

近两年持续经营，不存在公司法第 180 条规定的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

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

经营》应用指南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或情况，且相关事项或

情况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存在其他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经营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 2.1 条第二项“业务明确，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及《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已经依法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

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公司已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规定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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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 

2、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并在规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

经营活动，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因重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公司股东不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有被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等措施，不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3、通过登录“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http://www.court.gov.cn/）”、“信用中

国”、“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和联合惩戒信息，公

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个

人信用报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主

体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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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核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

以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并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

务，且不存在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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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认定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或者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的情形。 

5、经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的书面承诺以及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

录证明》，同时经登录证监会市场诚信信息查询平台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不最

近 24 个月不存在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以下情形： 

（1）受到刑事处罚；  

（2）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法律、法规及其内部管理

制度的框架下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开展业务活动，相关机构和人员能依法履

行其职责，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

营”及《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公司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

“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根据公司、股东确认及本所

律师核查，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股权转让行为均签订了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并

经过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确认，股权转让依法经过政府有权部门审批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股权转让真实有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以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折股后的实收资本总额没有超过公司账

面净资产，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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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曾在区域性股权市

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进行融资及股权转让。公司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不

存在下列情形：（1）最近 36 个月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

过证券；（2）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

规则》第二章 2.1 条第四项“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及《基本

标准指引》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主办券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根据该协议，由公司委托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明确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负有持续督导的义

务，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之及《基本标准指引》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及《基本标准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的设立及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公司的设立指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 

公司的前身为苏州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2017 年 12 月 16 日，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公司整体变更的基准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由原股东

作为发起人股东，有限公司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账面净资产为人民币

10,731,597.34 元，按照 1：0.74546218 的比例折为公司股本 8,000,000 元，每股

面值人民币 1 元，由全体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认购，余额 2,731,597.34 元计入

公司资本公积金。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其设立方式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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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发起人协议书的签署 

公司全体发起人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签订了《苏州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设立为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该协议就拟设

立股份公司的名称、住所、宗旨、经营范围、经营期限、公司设立方式、资产投

入方式及股本结构、发起人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起人签订的《苏州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

立为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和风险。 

（三）公司在设立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审计、评估和验资程序 

1、2017 年 11 月 1 日，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

日，出具苏亚苏审[2017]378 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0,731,597.34 元； 

2、2017 年 11 月 1 日，江苏中天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

苏中资评报字（2017）第 C1067 号《评估报告》，确认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1,087.97 万元； 

3、2018 年 1 月 20 日，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亚苏验[2018]5 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已收到刘辉、卢存美、赵叔兵、

王志军、王美芳缴纳的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8,000,000 元，股本占注册

资本的 1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审计、评估、验资等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第一次股东大会 

2017 年 12 月 16 日，股份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发起

设立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股份公司各项规章制度、选举公司董事、监事等

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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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及所做出的决议内容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法有效。 

（五）工商登记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办理完成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工商登记，

并 依 法 取 得 苏 州 市 行 政 审 批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320509666385322L 的《营业执照》。 

（六）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刘辉 净资产折股 2,240,000 28 

2 卢存美 净资产折股 2,320,000 29 

3 王志军 净资产折股 1,840,000 23 

4 王美芳 净资产折股 1,200,000 15 

5 赵叔兵 净资产折股 400,000 5 

合计 8,000,000 1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有限公司以经审计净资产折股方式整体变更设立股

份公司的行为依法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有限公司评估净资产值大于审计净资产

值，评估、审计单位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方

式、程序、发起人资格、文件内容等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设立行为合法有效。 

公司整体变更没有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不存在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的情形，公司自然人股东没有通过此次整体变更取得收益，因此，就此次公司整

体变更，公司自然人股东没有纳税义务。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股份公司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拥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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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经营的能力，能够独立进行经营活动。公司现有经营范围已经苏州市行政审批

局核准登记，公司所实际从事的经营业务均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 

（二）公司的业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硬件、电子产品设计、研发

及销售；企业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发

布、制作；会务服务；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展览展示策划；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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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为智慧城市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智慧旅

游、智慧政务、信息安全、弱电智能化等）以及相应的软件开发与销售。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流程。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或能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

系，未受到本公司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干涉、控制，也未因与本公司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而使得本公司经营的完整性、独立性受到不利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独立。 

（三）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财产包括办公及电子设备、专利等，公司合法拥

有上述财产，公司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与股东资产权属关系明晰，不存在股东

占用公司资产情形，也不存在股东利用公司资产为股东自身担保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四）公司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独立发放员工工资；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没有在控股股东处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公司财务人员没有在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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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公司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和工资管理

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人员独立。 

（五）公司财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公司财务人员专职在公司任职并在公司领取薪酬。 

公司在银行开立独立账户、独立核算，不存在与其他单位共享银行账户的情

况。公司作为独立纳税人，依法独立纳税，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混合纳税的现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六）公司机构独立 

公司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已聘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下设综合管理部、财务部、市场营销部、项目管理部、软件部、质

检部等业务部门，各部门均按《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职责独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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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混同的情

况。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机构独立。 

（七）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资产完整，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独立，具有完整

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其与主要股东及其

控制的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及出资情况 

（一）公司发起人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住所地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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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存美 中国 332528197102192220 

2 刘 辉 中国 320323198003050233 

3 王志军 中国 330226196809272237 

4 王美芳 中国 320523197010037121 

5 赵叔兵 中国 320583197912020675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设立时，上述股东均系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

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公民，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

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

若干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对于发起人的规定和要求，作为股份公司股东，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二）发起人的出资情况 

根据工商资料、《苏州网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苏州网信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

司发起人按原持股比例，以其拥有的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经

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10,731,597.34 元，按照 1：0.74546218 的比例折为公司股本

8,000,000 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由全体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认购，余额

2,731,597.34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出资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卢存美 净资产折股 232 29 

2 刘 辉 净资产折股 224 28 

3 王志军 净资产折股 184 23 

4 王美芳 净资产折股 120 15 

5 赵叔兵 净资产折股 40 5 

合计 800 100 

本所律师认为，各发起人投入股份公司的资产权利清晰，不存在纠纷，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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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出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的现有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资料并经公司说明，公司现有股东为 5 名，均为自然人

股东，分别是卢存美、刘辉、王志军、王美芳、赵叔兵，与公司发起人一致。 

（四）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有股东为 5

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卢存美 净资产折股 232 29 

2 刘  辉 净资产折股 224 28 

3 王志军 净资产折股 184 23 

4 王美芳 净资产折股 120 15 

5 赵叔兵 净资产折股 40 5 

合计 800 100 

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任何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 50%或者其持有的表决

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并结合《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

定，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股东刘辉持有公司 224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股东卢存美持有公

司 232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两个合计持有公司 57%的股份。2017

年 9 月 30 日，两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并就以下范围的事项（“一致行

动事项”）采取一致行动：（1）股东大会、董事会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的

行使；（2）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选任或委派；（3）股份转让、质押及其

他处置；（4）退出或加入本协议；（5）本协议的变更或终止；（6）本协议双

方认为应该作为一致行动事项的其他事项。由刘辉担任召集人，负责通知、主持

各一致行动事项的事先协商。虽经通知，不参加协商也不委托其他方参加协商的，

视为弃权。当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由刘辉作出决定。对此决定，卢存美应无条

件遵照执行。同时，刘辉还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其可以通过股东大会、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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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及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影响。 

综上，刘辉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初，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刘辉 256 32 货币 

2 卢存美 200 25 货币 

3 姜丽花 160 20 货币 

4 邱金香 120 15 货币 

5 赵叔兵 40 5 货币 

6 刘桂岑 24 3 货币 

合计 800 100 —— 

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任何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均未超过 50%或持有的股

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

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无控股股东，刘辉为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股份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合法性 

1、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

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公司历次股权变更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签署了相关

股权转让协议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潜在的股权纠纷。 

2、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住所等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股东合法存续。 

3、本所律师登陆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网站进行查询。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现有股东均具备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担任股份公司股东的资格，股东主体资格不存在瑕疵，股东出资已经全部到

位，投入的资产权利清晰、没有纠纷，不存在其他法律障碍和风险，公司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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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有限公司的设立 

1、2007 年 8 月 8 日，有限公司取得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名称

预核登记（2007）第 08080013 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的名称为吴江

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2、2007 年 8 月 2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1）通

过《吴江网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2）选举潘成华为公司执行董事、季振斌

为公司监事，不设董事会、监事会；（3）公司营业场所为吴江科技创业园综合

楼。 

3、2007 年 8 月 30 日，苏州信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信所验[2007]字第

1321 号验资报告》。截止至 2007 年 8 月 30 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

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 万元，以货币的方式出资完毕。 

4、2007 年 8 月 30 日，苏州市吴江行政管理局核发注册号为 320584218859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设立时，有限公司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3205842188597 

住所：吴江经济开发区联杨路科技创业园 

法定代表人姓名：潘成华 

注册资本：200 万元 

实收资本：2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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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2007 年 8 月 30 日至 2017 年 8 月 29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网络工程；软件开发；广告设计、发布、制作；会务服务；

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展览展示策划。（以上涉及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有限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为：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占比（%） 

1 潘成华 50 50 货币 25 

2 季振斌 50 50 货币 25 

3 李参宏 40 40 货币 20 

4 陈欣 40 40 货币 20 

5 赵叔兵 20 20 货币 10 

合计 200 200 —— 100 

    （二）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1、2008 年 8 月 2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5 方，实际到会 5

方，代表 100%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1）变更公司经营范围；（2）同

意股权转让；（3）免去潘成华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同时选举姜丽花为公司执行

董事；（4）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2008 年 8 月 20 日，李参宏与姜丽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参宏将

持有的 4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20%的股权转让给姜丽花；潘成华与卢存美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潘成华将持有的 5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25%的股权转让给

卢存美；陈欣与邱金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欣将持有的 40 万元占公司注

册资本 20%的股权转让给邱金香；赵叔兵与余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叔兵

将持有的 2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10%的股权转让给余佳。 

3、  2008 年 9 月 4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205840001108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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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卢存美 50 50 货币 25 

2 季振斌 50 50 货币 25 

3 姜丽花 40 40 货币 20 

4 邱金香 40 40 货币 20 

5 余  佳 20 20 货币 10 

总计 200 200 ——  100 

（三）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1、2009 年 6 月 12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5 名，实际到会 5

名，代表 100%的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1）邱金香将持有的 4 万元占公

司注册资本 2%的股权、季振斌将持有的 5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25%的股权转

让给余佳；（2）免去季振斌公司监事职务，同时选举卢存美为公司监事；（3）

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2009 年 6 月 12 日，邱金香与余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金香将持

有的 4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2%的股权转让给余佳；季振斌与余佳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季振斌将持有的 5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25%的股权转让给余佳。 

3、2009 年 6 月 23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205840001108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卢存美 50 50 货币 25 

2 姜丽花 40 40 货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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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邱金香 36 36 货币 18 

4 余佳 74 74 货币 37 

总计 200 200 —— 100 

（四）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 

1、2010 年 8 月 1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4 名，实际到会 4

名，代表 100%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1）余佳将持有的 60 万元占公司注

册资本 30%的股权转让给赵叔兵、将持有的 14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7%的股权

转让给刘辉；（2）修改公司章程中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部分。 

2、2010 年 8 月 16 日，余佳与赵叔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余佳将持有

的 6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30%的股权以人民币 30 万元转让给赵叔兵；余佳与刘

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余佳将持有的 14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7%的股权以人

民币 7 万元转让给刘辉。 

3、2010 年 8 月 17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205840001108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卢存美 50 50 货币 25 

2 姜丽花 40 40 货币 20 

3 邱金香 36 36 货币 18 

4 赵叔兵 60 60 货币 30 

5 刘辉 14 14 货币 7 

总计 200 200 —— 100 

 

（五）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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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 年 5 月 3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5 名，实到 5 名，

代表 100%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1）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 万增加到 800

万；（2）新股东刘桂岑出资 24 万、姜丽花出资 120 万、卢存美出资 150 万、邱

金香出资 84 万、赵叔兵出资 180 万、刘辉出资 42 万；（3）免去姜丽花执行董

事职务，选举刘桂岑担任执行董事；（4）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2011 年 6 月 27 日，苏州君和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君和会验字（2011）

第 A228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00 万，截止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实收资本 800 万元，

以货币的方式出资完毕。 

3、2011 年 7 月 1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205840001108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卢存美 200 200 货币 25 

2 姜丽花 160 160 货币 20 

3 邱金香 120 120 货币 15 

4 赵叔兵 240 240 货币 30 

5 刘辉 56 56 货币 7 

6 刘桂岑 24 24 货币 3 

总计 800 800 —— 100 

（六）有限公司第四次股权转让 

1、2012 年 3 月 2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5 名，实到 5 名，

代表 100%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1）赵叔兵将占公司 25%的股权计人

民币 200 万元以 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辉，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2）通

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2012 年 3 月 20 日，赵叔兵与刘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叔兵将占



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4 

公司 25%的股权计人民币 200 万元以 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辉。 

3、2012 年 4 月 1 日，有限公司领取了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注册号

为 320584000110872 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卢存美 200 200 货币 25 

2 姜丽花 160 160 货币 20 

3 邱金香 120 120 货币 15 

4 赵叔兵 40 40 货币 5 

5 刘辉 256 256 货币 32 

6 刘桂岑 24 24 货币 3 

总计 800 800 —— 100 

对于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本所律师经核查工商内档，并通过对刘辉、赵叔兵

分别进行访谈，双方均确认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价款已实际支付，

双方不存在股权代持及任何争议。 

（七）有限公司第五次股权转让 

1、2017 年 6 月 2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6 名，实到 6 名，

代表 100%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股权转让：（1）刘桂岑占公司 3%的股权

计人民币 24 万元以 2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辉；（2）刘辉占公司 4%的股权计人

民币 32 万元以 3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卢存美。公司中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2017 年 6 月 29 日，刘桂岑与刘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桂岑将其

持有的网信有限的股权中的 2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以人民币 24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刘辉；2017 年 6 月 29 日，刘辉与卢存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辉

将其持有的网信有限的股权中的 3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以人民币 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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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转让卢存美。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卢存美 232 232 货币 29 

2 姜丽花 160 160 货币 20 

3 邱金香 120 120 货币 15 

4 赵叔兵 40 40 货币 5 

5 刘  辉 248 248 货币 31 

总计 800 800 —— 100 

（八）有限公司第六次股权转让 

1、2017 年 8 月 2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5 名，实到 5 名，

代表 100%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股权转让：邱金香占网信有限 15%的股权

计人民币 120 万元以 1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美芳；公司中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

购买权。 

2、2017 年 8 月 22 日，邱金香与王美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金香将

其持有的网信有限股权中的 12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5%）以人民币 1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美芳。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刘  辉 248 248 货币 31 

2 卢存美 232 232 货币 29 

3 姜丽花 160 160 货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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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美芳 120 120 货币 15 

5 赵叔兵 40 40 货币 5 

总计 800 800 —— 100 

（九）有限公司第七次股权转让 

1、2017 年 11 月 23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 5 名，实到 5 名，

代表 100%股权。公司通过决议，同意股权转让：（1）姜丽花占公司 20%的股

权计人民币 160 万元以 1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志军；（2）刘辉占公司 3%的股

权计人民币 24 万元以 24 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志军；（3）公司中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 

2、2017 年 12 月 4 日，姜丽花与王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姜丽花将

其持有网信有限的股权中的 16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0%）以人民币 1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志军；刘辉与王志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辉将其持有

网信有限的股权中的 24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3%）以人民币 24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王志军。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卢存美 232 232 货币 29 

2 王志军 184 184 货币 23 

3 王美芳 120 120 货币 15 

4 赵叔兵 40 40 货币 5 

5 刘  辉 224 224 货币 28 

总计 800 800 —— 100 

 

（十）股份公司的设立（详见“四、公司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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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司的股份质押及其他第三方权利人情况 

根据公司及其股东的声明和承诺，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十二）公司历次股权转让情况的说明 

本所律师经书面审查网信科技提供的全套工商内档，网信科技自成立以来共

计发生七次股权转让行为，历次股权转让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备

案登记。 

律师在核查工商档案及股权转让协议时发现公司 2008年和2009年两次股权

转让存在对价不明的情况。针对有限公司 2008 年 9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本所律

师采取与原股东李参宏、潘成华、卢存美、陈欣、赵叔兵进行访谈的方式，核查

到李参宏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20%股权（对应出资额 40 万元）以 4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姜丽花；潘成华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25%股权（对应出资额 50 万元）以

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卢存美；陈欣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20%股权（对应出资额

40 万元）以 4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邱金香；赵叔兵将其持有的有限公司 10%股权

（对应出资额 20 万元）以 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余佳。在本所律师对上述股东（不

包括余佳）进行访谈中，上述股东均表示股权转让款均已收到，各股东之间不存

在股权转让纠纷。 

针对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本所律师对有限公司原股东邱

金香进行了访谈，核查到 2009 年 6 月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时，邱金香将其

持有的有限公司 2%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4 万元）以 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余佳，

并且余佳已经全部支付了上述款项，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 

有限公司原股东余佳、季振斌均已离开公司多年，无法取得联系。 

2018 年 5 月，公司在册股东出具承诺：“1、本人对持有公司的股份拥有完

整有效的所有权，本人所持有的股份未进行质押等担保，不存在冻结等限制情况，

本人所持有的股份不存在为他人代持或他人为本人代持的情形，保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存在来自第三方的担保权或其他追索权，也不存在与任何第三方的争

议。2、本人针对公司股份的历次转让行为，均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对历

次股权转让的价格、股权转让协议等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本人所持有的股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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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现实的或者潜在的法律纠纷。本人作为公司的股东，依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持有公司股份的转让受到限制，本人将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公司在 2010 年 8 月和 2012 年 3 月进行的两次股权折价转让，系公司在此期

间经营情况不佳，公司规模较小，未来发展的情况也不明朗，故原股东以折价转

让股权的形式逐步退出公司。经本所律师访谈，股东赵叔兵对上述股权转让款进

行了确认并表示已经全部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册股东均承诺：“1、本人对持有公司

的股份拥有完整有效的所有权，本人所持有的股份未进行质押等担保，不存在冻

结等限制情况，本人所持有的股份不存在为他人代持或他人为本人代持的情形，

保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来自第三方的担保权或其他追索权，也不存在与任

何第三方的争议。2、本人针对公司股份的历次转让行为，均系本人真实意思表

示。本人对历次股权转让的价格、股权转让协议等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本人所

持有的股份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现实的或者潜在的法律纠纷。本人作为公

司的股东，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持有公司股份的转让受到限制，

本人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

定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历史股东陈欣、李参宏、邱金香、刘桂岑、姜丽花、潘成华均承诺：“本

人针对公司股份的历次转让行为，均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转让款项均已结

清。本人曾经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为他人代持或他人为本人代持的情形。本

人对历次股权转让的价格、股权转让协议等的真实性均表示认可。”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股权转让行为均依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历次变更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均为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公司

股权明晰，相关股权不存在代持，公司历次股本变化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八、公司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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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变化 

1、有限公司设立时，经营范围为：网络工程；软件开发；广告设计、发布、

制作；会务服务；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展览展示策划。 

2、2008 年 9 月 4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注册号为

3205840001108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网

络工程；软件开发；广告设计、发布、制作；会务服务；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展

览展示策划；IT 设备及其他相关电子产品销售。 

3、2014 年 1 月 23 日，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公司准予变更

登记通知书》，准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为：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硬件、电子产品设计、研

发及销售；企业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

发布、制作；会务服务；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展览展示策划。 

4、2017 年 7 月 3 日，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205096663855322L 的《营业执照》，核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

机应用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

计算机硬件、电子产品设计、研发及销售；企业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计

算机信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发布、制作；会务服务；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展

览展示策划；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 IT 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及系统集成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业务为智慧城市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

（智慧旅游、智慧政务、信息安全、弱电智能化等）以及相应的软件开发与销售。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可分为两大类：分别为智慧城市系

统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系统集成服务）以及软件的开发与销售。公司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智慧城市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然后将采购的硬件、软件集成到

一起，再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定制开发相应软件，最终形成个性化的智慧网络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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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其在依法核准的

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合法合规。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明确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公司主营业务

明确。 

（四）公司主营业务变化情况 

经查，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公司

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 37,591,658.47 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7,770,540.83

元，2018 年 1 月份主营业务收入 11,886.79 元，主营业务收入额均占其营业收入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00%、100%、100%， 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发展稳定。 

（五）公司所从事业务的资质及许可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业务及产品取得的资质及许可情况如下： 

1、产品资质 

公司 8 项产品取得《高新技术产品认证证书》、6 项产品取得《软件产品证

书》、6 项产品取得《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证书类别 证书号码 颁发机构 有效期 

1 

网信智慧旅游（景

区）大数据平台软

件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70584G1621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7.08- 

2022.08 

2 网信财税通系统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50584G0973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5.09- 

2020.09 

3 
网信云教育教研

平台软件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40584G2737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4.12-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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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信内容系统软

件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40584G2737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4.11- 

2019.11 

5 
网信数字交换系

统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40584G1706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4.11- 

2019.11 

6 
网信鸿雁即时通

讯系统软件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40584G0925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4.06- 

2019.06 

7 

网信科技电子政

务综合办公平台

软件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30584G2362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3.11- 

2018.11 

8 
网信科技网上办

公系统软件 

高新技术产品

认定证书 
130584G1501N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 

2013.09- 

2018.09 

9 

网信智慧旅游（景

区）可视化管理平

台软件 V1.0 

软件产品证书 苏 RC-2017-E0788 
江苏省软件业

协会 

2017.11.23

- 

2022.11.22 

10 

网信总工会经费

管理系统软件

V1.0 

软件产品证书 苏 RC-2016-E0704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6.10.21

- 

2021.10.20 

11 
网信电子商务平

台软件 V1.0 
软件产品证书 苏 RC-2016-E0705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6.10.21

- 

2021.10.20 

12 

网信总工会综合

信息平台软件

V1.0 

软件产品证书 苏 RC-2016-E0706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6.10.21

- 

2021.10.20 

13 

网信智慧旅游（景

区）大数据平台软

件 V1.0 

软件产品证书 苏 RC-2016-E0707 
江苏省软件行

业协会 

2016.10.21

- 

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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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网信智慧旅游移

动应用系统软件

V1.0 

软件产品证书 苏 RC-2016-E0708 
江苏省软件行

业协会 

2016.10.21

- 

2021.10.20 

15 
网信鸿雁即时通

讯系统软件 V1.0 

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 

苏 

DGY-2014-E0571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4.10.23

- 

2019.10.22 

16 
网信科技内容管

理系统软件 V1.0 

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 

苏 

DGY-2014-E0572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4.10.23

- 

2019.10.22 

17 
网信数据交换系

统软件 V1.O 

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 

苏 

DGY-2014-E0573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4.10.23

- 

2019.10.22 

18 
网信云教育教研

平台软件 V1.0 

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 

苏 

DGY-2014-E0568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4.10.23

- 

2019.10.22 

19 
网信在线申报平

台软件 V1.0 

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 

苏 

DGY-2014-E0569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4.10.23

- 

2019.10.22 

20 

网信智慧政务综

合办公平台软件

V1.0 

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 

苏 

DGY-2014-E0570 

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2014.10.23

- 

2019.10.22 

2、公司拥有的资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资质情况如下： 

序

号 
资质名称 编号 颁发机构 有效期 

1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F20153200552 

江苏省科学技术

厅、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国家

税务局、江苏省

地方税务局 

2015.08.24- 

2018.08.23 

2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 

（四级） 
XZ4320020130175 

中国电子信息行

业联合会 

2016.03.04- 

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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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证书编号为：D232092043 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有效期自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在申请该资质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取得相关资质后，在经营过程中，因人员变动等原因，导致该业务资质所需

人员存在一定空缺。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第四条：监督管理：

（二十七）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对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

建筑业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制定动态监管办法，按照企业诚信情况实行差别化管

理，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建筑业企业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资产和主要

人员是否满足资质标准条件和市场行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核查。经本所律师在江

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进行查询，未发现公司存在不良记录。 

公司主营业务为智慧城市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以及相应的软件

开发与销售，主要涉及智慧旅游、智慧政务及信息安全等领域，属于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服务。从行业管理体制来说，信息产业部 1999 年建立计算

3 
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

建筑施工） 

苏 JZ 安许证字

（2016-054003） 

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2016.08.05- 

2019.08.04 

4 软件企业证书 苏 RQ-2016-E6045 
江苏省软件行业

协会 

2017.5.26- 

2018.5.25 

5 
GB/T19001-2016/ISO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10117Q16468ROM 

北京中联天润认

证中心 

2017.09.29- 

2020.09.28 

6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 

D232092043 
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2016.04.21- 

2021.04.15 

7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 

（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三级

资质） 

ISCCC-2018-ISV-S

I-734 中国信息安全认

证证书 

2018.01.19- 

2019.01.18 

8 

CMMI 3 级认证 

( Capability for development 

Ver 1.3 Maturity level 3) 

0500553-01 

CMMI认证机构 
2018.04.02- 

2021.04.01 



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4 

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制度，制定并发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

法》。2014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4〕5 号），取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认定，

系统集成行业资质改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组织评定，行业进入自律管理阶

段，相关企业参与系统集成项目招投标不存在资质限制；公司所从事的软件业务

同样主要受行业协会中国软件协会自律管理，无相关资质评定和准入门槛要求。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所参与的政府部门、通信运营商（移动、电信、江苏有线）

所公布的招标文件，均未对投标企业是否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提

出要求。本所律师进一步核查后了解到，在公司弱电智能化项目招投标时，若公

司具备该项资质可获得一定的加分，但主要参考因素仍是公司实力、过往案例经

验等实质性条件，同时此类项目普遍金额较小，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度、

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 月弱电智能化收入分别约 318 万元、34.50 万元和 0.00 万

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46%、0.51%和 0.00%，占比较小，对公司

收入、利润等影响较小。综上所述，公司业务主要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软件

开发为主，涉及弱电智能化资质相关的项目较少，因此该资质对于公司业务经营

影响有限，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现公司已通过组织公司内部员工进行相关考试及通过进行外部招聘的方式，

吸引相应人才加入公司，以确保公司能尽快满足该项目资质的人员要求，使公司

在后期资质审核、续期时能顺利通过。 

3、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取得任何特许经营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具备相应资质要求，合法合规。 

（六）公司的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章程记载，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公司。根据公司的

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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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明确且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

的法律风险。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刘辉。 

2、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卢存美 持有公司 29%的股权、董事 

王志军 持有公司 23%的股权、董事 

王美芳 持有公司 15%的股权、董事 

赵叔兵 持有公司 5%的股权、董事 

刘桂岑 原持有公司 3%的股权 

邱金香 原持有公司 15%的股权 

姜丽花 原持有公司 20%的股权 

邵贺 监事会主席 

金春宇 监事 

朱伟杰 职工代表监事 

陈婷 财务负责人 

泮樟华 股东卢存美的配偶 

苏州瑞多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辉持有 10.50%的股权 

苏州远辰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刘辉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卓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辉持有 51%的股权 

江苏阳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48.51%的股权 

苏州传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50.00%的股权 

上海事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100.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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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乐骏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总经理 

苏州准时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董事 

巨鸟供应链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董事、股东 

江苏青禾物流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80.00%的股权 

苏州巨鸟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董事、股东 

苏州苏士比拍卖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50.00%的股权 

银古环保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总经理 

苏州佰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50.00%的股权 

苏州众记汉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监事 

苏州永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40.00%的股权 

苏州吉高物流有限公司 赵叔兵持有 40.00%的股权 

江苏巨鸟金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执行董事、股东 

苏州巨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赵叔兵担任执行董事、股东 

苏州盖恩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 35%的股权 

注：刘桂岑持有公司 3%的股权已于 2017 年 7 月转让给刘辉，转让之后刘桂岑不

再为公司关联方；邱金香持有公司 15%的股权已于 2017 年 8 月转让给王美芳，转让之

后邱金香不再为公司关联方；姜丽花持有公司 20%的股权已于 2017 年 12 月转让给王

志军，转让之后姜丽花不再为公司关联方；刘辉于 2017 年 6 月将持有的苏州卓凡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转让给刘海娜，，转让之后苏州卓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再

为公司关联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如实按照《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

关联方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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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2018 年 1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拆入资金    

刘辉  11,429,362.61 4,819,217.08 

苏州瑞多致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0.00 

泮樟华  2,755,000.00 6,880,000.00 

赵叔兵  200,000.00  

合计 25,000.00 14,384,362.61 11,724,217.08 

拆出资金    

刘辉 625,000.00 3,928,195.75 2,770,000.00 

苏州瑞多致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5,000.00  

泮樟华 600,000.00 2,155,000.00 9,380,000.00 

赵叔兵  200,000.00  

合计 1,225,000.00 6,308,195.75 12,150,000.00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关联方借款的情形，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的流动资金，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日常经营。 

同时在有限公司阶段，公司相关治理机制并不完善，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资

金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关联方占用资金款项已经归还。 

（2）关联方担保 

单位：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元） 
担保期间 履行情况 

刘辉及其配偶

刘桂岑 
公司 1,000,000 

2017.3.30 

至 

2018.3.29 

履行完毕 

刘辉及其配偶

刘桂岑 
公司 500,000 

2017.4.10 

至 

2018.3.29 

履行完毕 

刘辉及其配偶

刘桂岑 
公司 500,000 

2017.6.30 

至 

2018.6.29 

正在履行 

关联方担保主要系有利于公司取得银行授信，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且关联

方不收取相关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情况。 

2、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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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 年 1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刘辉   4,658,804.25 

合计    4,658,804.25 

（2）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 年 1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刘辉 2,217,362.61 2,842,362.61  

其他应付款 苏州瑞多致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5,000.00  25,000.00 

其他应付款 泮樟华  600,000.00  

合计  2,242,362.61 3,442,362.61 25,000.00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章程》未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专门的规定。股份

公司成立后，公司已专门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程序及决策

形成制度性规范，以此防范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及占用资金等方式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三）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以及内部议

事规则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管出具承诺如下： 

“本人现有(如有)及将来与股份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是按照正常商

业行为准则进行的。本人保证将继续规范并逐步减少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分

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保证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

企业不以垄断采购和销售业务渠道等方式干预股份公司的经营，损害其利益。关

联交易活动应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应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

价格或收费的标准。 

作为股份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人保证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股份公司

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涉及本人的关联交易时，切实遵守： 

1、股份公司董事会上进行关联交易表决时的回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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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公司股东大会上进行关联交易表决时的回避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采取相关措施来防止因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及投资

者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司对于规范关联交易的规定和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出具的相应承诺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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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业竞争情况 

除股份公司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对外投资的企业还包括苏州瑞多致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远辰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光明顶创业服务有限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苏州瑞多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瑞多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323817920Q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场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路东侧 

注册资本 2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辉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汽车联网技术平台的研发；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汽车金属

零部件组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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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人员 董事长刘辉、董事李家文、董事兼总经理张斯雄、监事李萍 

该公司正在办理注销程序，简易注销公告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披

露。 

苏州瑞多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在经营范围上存在部分重合，但该公司

已不在实际经营并且正在办理注销程序，故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2）苏州远辰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苏州远辰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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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6MA1PA5KE1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场所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路 216 号 1 幢 B543 室 

出资额 5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辉 

成立日期 2017 年 6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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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人员 刘辉、邵贺 

经核查，苏州远辰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系公司为实施股权激励而设

立的持股平台，不对外经营，不存在同业竞争； 

（3）苏州光明顶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光明顶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MD79N4Q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场所 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河路 18 号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旭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财务管理咨

询服务；会展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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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旭、董事刘辉、董事吴正华、董事徐卫国、董

事孙佳丽、董事朱蓉、董事李国华、董事谢应美、监事李萍 

苏州光明顶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无关联性，

不存在同业竞争。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的企业与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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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各股东作出了如下承诺： 

“一、本人将尽职、勤勉地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职

责，不利用股份公司的股东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二、在本承诺书签署之日，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生产、开发任何

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

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

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 

三、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生产、开发任

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

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

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四、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拓展产品

和业务范围，或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不与股份公司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生产

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五、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

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承诺书自本人签字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并在股份公司存续且依

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本人被认定为不得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关联人期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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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根据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

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要财产情况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尚未拥有土地使用权。 

（二）机器及运输设备、办公及电子设备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的办公及电子设备账面净值为 134,936.57

元，运输设备账面净值为 65,742.12 元。 

（三）公司的专利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本公司已获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类型 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保护期 

（年） 

1 实用新型 
便携式对撞

移动电源 

ZL 2014 2 

0609825.9 
有限公司 2015.02.18 10 

2 实用新型 
触屏游戏手

柄 

ZL 2014 2 

0609733.0 
有限公司 2015.02.18 10 

3 实用新型 防滑手机壳 
ZL 2014 2 

0609732.6 
有限公司 2015.02.18 10 

4 实用新型 
自供电口罩

型蓝牙耳机 

ZL 2014 2 

0628104.2 
有限公司 2015.04.08. 10 

（四）公司的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尚无商标。 

（五）公司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拥有 48 项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3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1 网信舆情监测系统软件 V1.0 2017SR637367 有限公司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 
网信公安监控一机一档系统软件

V1.0 
2017SR638684 有限公司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 
网信公安内务管理服务系统软件

V1.0 
2017SR638681 有限公司 2017.06.15 原始取得 

4 
网信智慧旅游全景展示系统软件

V1.0 
2017SR637434 有限公司 未发表 原始取得 

5 网信云资源监管系统软件 V1.0 2017SR637424 有限公司 未发表 原始取得 

6 
网信智慧旅游触摸一体化系统软

件 V1.0 
2017SR637390 有限公司 未发表 原始取得 

7 
网信智慧旅游（景区）综合管理

平台 V1.0 
2017SR226838 有限公司 2017.03.20 原始取得 

8 
网信智慧旅游（景区）导览系统

软件 V1.0 
2017SR182657 有限公司 2017.03.20 原始取得 

9 网信科技网上办公系统软件 V3.0 2017SR182649 有限公司 2017.02.06 原始取得 

10 
网信智慧旅游（景区）可视化管

理平台软件 V1.0 
2017SR301153 有限公司 2017.04.17 原始取得 

11 网信电子商务平台软件 V1.0 2016SR145084 有限公司 2016.03.15 原始取得 

12 
网信智慧旅游移动应用系统软件

V1.0 
2016SR144483 有限公司 2016.01.20 原始取得 

13 
网信总工会综合信息平台软件

V1.0 
2016SR145173 有限公司 2016.02.19 原始取得 

14 
网信智慧旅游（景区）大数据平

台软件 V1.0 
2015SR149439 有限公司 2016.03.18 原始取得 

15 
网信总工会经费管理系统软件

V1.0 
2015SR148099 有限公司 2016.02.24 原始取得 

16 
网信社区信息综合管理应用平台

软件 V1.0 
2015SR148095 有限公司 2015.06.01 原始取得 

17 
网信旅游信息发布及电商平台软

件 V1.0 
2014SR066522 有限公司 2015.04.10 原始取得 

18 网信考核系统软件 V1.0 2014SR045817 有限公司 2015.04.10 原始取得 

19 网信在线申报平台软件 V1.0 2014SR046818 有限公司 2014.04.03 原始取得 

20 
网信智慧政务综合办公平台软件

V1.0 
2014SR047262 有限公司 2014.02.18 原始取得 

21 网信云教育平台软件 V1.0 2014SR045842 有限公司 2014.02.12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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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信智慧屏幕展示平台软件 V1.0 2013SR123065 有限公司 2014.01.16 原始取得 

23 网信财税通系统软件 V1.0 2013SR109525 有限公司 2014.02.18 原始取得 

24 
网信教育科研课题管理系统软件

V1.0 
2013SR109994 有限公司 2013.02.25 原始取得 

25 网信鸿雁即时通讯系统软件 V2.0 2013SR109534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26 
网信爱文移动办公系统软件（iso

版）V1.0 
2013SR096417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27 
网信爱文移动办公系统软件

（Android 版）V2.0 
2013SR096282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28 网信手旁通讯系统软件 V2.0 2013SR096400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29 
网信科技电子政务综合办公平台

软件 V2.0 
2013SR096279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30 
网信掌邮邮件系统软件（移动版）

V1.0 
2013SR096395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31 网信科技网上办公系统软件 V2.0 2012SR006508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32 网信畅行单点登录系统软件 V2.0 2012SR134639 有限公司 2013.07.30 原始取得 

33 网信畅行单点登录系统软件 V1.0 2010SR032709 有限公司 2013.07.28 原始取得 

34 网信数据交换系统软件 V1.0 2010SR032707 有限公司 2012.10.15 原始取得 

35 网信科技网上办公系统软件 V1.0 2010SR032711 有限公司 2008.06.21 原始取得 

36 
网信科技电子政务综合办公平台

软件 V1.0 
2012SR004710 有限公司 2008.12.18 原始取得 

37 网信科技内容管理系统软件 V1.0 2012SR007594 有限公司 2009.05.15 原始取得 

38 
网信爱文移动办公系统软件

（Android 版）V1.0 
2012SR014145 有限公司 2011.06.30 原始取得 

39 
网信爱文移动办公系统软件（ipad

版）V1.0 
2012SR006487 有限公司 2011.06.10 原始取得 

40 
网信爱文移动办公系统软件

（Windows Phone 版）V1.0 
2012SR004864 有限公司 2011.06.08 原始取得 

41 
网信爱文移动办公系统软件

（iPhone 版）V1.0 
2012SR006513 有限公司 2011.06.10 原始取得 

42 网信鸿雁即时通讯系统软件 V1.0 2012SR004713 有限公司 2011.04.14 原始取得 

43 网信手旁通讯系统软件 V1.0 2012SR004659 有限公司 2011.05.17 原始取得 

44 网信区邮邮件系统软件 V1.0 2008SR07104 有限公司 2011.02.10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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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网信铁将军资产经营管理系统软

件 V1.0 
2008SR07664 有限公司 2011.01.04 原始取得 

46 网信三维全景展示系统软件 V1.0 2008SR07667 有限公司 2008.02.20 原始取得 

47 网信视频土狗系统软件 V1.0 2016SR144483 有限公司 2008.02.15 原始取得 

48 
网信科技 WEB 服务监控软件

V1.0 
2016SR145173 有限公司 2008.03.01 原始取得 

（六）公司的网络域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取得一项网络域名。 

域名 网站备案/许可证号 所有者 有效期至 

netrust.cn 苏 ICP 备 16051125 号-1 
苏州网信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1.04.29- 

2020.04.29 

（七）公司主要财产的权利限制 

经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要财产不存在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合法拥有或使用

上述财产，上述财产证件齐备，相关财产不存在与第三方共有的情形，相关财产

权利不存在争议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公司的重大合同 

1、销售合同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时间 履行情况 

1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政务宽

带数字集群专网系统

的基站扩容项目 

1733 2017.11.03 履行完毕 

2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吴江分公

司 

吴江区政务云设备采

购项目 
1582.4 2017.11.28 履行完毕 

http://www.beianbeian.com/beianxinxi/8a08fb62-999a-4e68-9faf-eae4a4a4f72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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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江区信息中心 

数据中心平台优化升

级项目 
692.89 2017.08.28 履行完毕 

4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政务宽带数字集群专

网系统（一期）项目 
2008 2016.10.26 履行完毕 

5  江苏有限网络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同里景区无线 Wifi

覆盖项目 
468 2016.09.22 履行完毕 

6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同里国家湿地公园智

慧旅游项目 
466.99 2016.08.16 履行完毕 

注：重大业务合同披露标准为报告期内单笔销售金额300万元以上的重大销售合同。 

2、采购合同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内容 

金额 

（元） 
签订日期 履行情况 

1  
苏州恒泰裕顺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华为 MHA-AL00全网通

手持通讯设备 1400台 
7,420,000 2017.08.21 履行完毕 

2  
南京云赛软件有限

公司 

华为储存阵列、服务

器、交换机、运维网管

系统 

7,800,000 2017.09.11 履行完毕 

3  
南京云赛软件有限

公司 

华为储存阵列、服务

器、交换机、运维网管

系统 

7,800,000 2017.09.11 履行完毕 

4  
苏州新希望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吴江区 eLTE政务专网

2017（53基站）项目（室

外基站、核心网单配到

双配） 

15,650,000 2017.07.20 履行完毕 

5  
苏州新希望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华为 DBS3900 TDD TLE

（核心网、基站、终

端）、车载单站、华为

S5700交换机 

18,999,675.19 2016.08.01 履行完毕 

注：公司重大采购合同披露标准为报告期内单笔采购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重大采购合

同。 

3、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方 地址 
租赁面

积（㎡） 
租赁期限 租金 履行情况 

吴江科技创业 吴江经济技术 277 
2018.01.01- 

25元/月/平方米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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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司 开发区长安路

东侧科创园 2

号楼 3 层办公

室 

2018.06.30 

吴江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长安路

东侧科创园 2

号楼 310 

48 

2017.09.01- 

2018.08.31 

25元/月/平方米 正在履行 

吴江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长安路

东侧科创园 2

号楼 214 

48 

2017.10.01- 

2018.09.31 

25元/月/平方米 正在履行 

4、借款合同 

序

号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借款/授信期间 借款/授信银行 

1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

同》 

（SX032217000961） 

300 

2017.3.21 

- 

2018.3.2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

江支行 

2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JK032217000233） 
50 

2017.06.30 

- 

2018.06.18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

江支行 

3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JK032217000102） 
150 

2017.04.10 

- 

2018.03.29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

江支行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没有因侵权等原因所产生的债权债务。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正在履行的上述重

大合同合法有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合同不存在对本次申请挂牌

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十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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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资产收购。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依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2017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依据

《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该《公司章

程》经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及股份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依法在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二）《公司章程》的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章程未发生变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制定修改章程的程序和章程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及相关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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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机构，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等一系列公司

治理规则。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其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公司法》以

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二）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下简称“三会”）的召开、

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真实、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 2018 年 1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由于公



江苏兰创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9 

司不够重视决策程序，治理结构较为简单，没有制定相应的股东会、董事会、监

事会等议事规则及相关制度。 

股份公司在成立初期，因公司相关人员对公司治理制度理解不够深入，未按

照《公司法》的要求依股东大会开会时间编排会议届次。在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过程中，公司对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

开情况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届次编排。 

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虽未编排届次，但历次会议均经过了全体股东签字或盖

章确认，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形成了有效的公司决议，对公司及股东均具有法

律约束力，不会对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和合规性造成实质性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后，已经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总经理等组织机构，并依法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细则，“三会”

所作出的决策均符合相应决策程序，决策均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内容真实、合法、

有效。 

 

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产生方式 

董事 

1 刘  辉 男 董事长 选举 

2 卢存美 女 董事 选举 

3 王志军 男 董事 选举 

4 王美芳 女 董事 选举 

5 赵叔兵 男 董事 选举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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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  贺 女 监事会主席 选举 

2 朱伟杰 男 职工监事 选举 

3 金春宇 男 监事 选举 

高级管理人员 

1 刘  辉 男 总经理 聘任 

2 陈  婷 女 财务负责人 聘任 

1、董事基本情况： 

（1）刘辉先生：1980 年 3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2 年 5 月至 2010 年 2 月任网进科技（昆山）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2010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2015 年 12 月至今任苏州光明顶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信息披露负责人。 

（2）卢存美女士，1971 年 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

历。2009 年 6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

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3）王志军先生，1968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初中学

历。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4）王美芳女士，女，1970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初中学历。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5）赵叔兵先生，1979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12 年 2 月至今任江苏阳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 年 2 月至

今任上海事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有限

公司董事；2015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乐骏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7 月

至今任苏州准时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董事；2014 年 6 月至今任巨鸟供应链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董事；2012 年 9 月至今任江苏青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巨鸟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苏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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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11 月至今任银古环保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佰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4 年 2 月至今任苏州众

记汉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8 月至今任江苏巨鸟金服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 年 11 月任苏州巨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 

2、监事基本情况 

（1）邵贺女士，198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2012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行政经理；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 

（2）金宇春先生，199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售前工程师；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有限公司项目设计部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监事。 

（3）朱伟杰先生：1989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2010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有限公司软件设计部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总经理：刘辉（详见“1、董事基本情况”）。 

（2）财务负责人：陈婷女士，1988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大专学历。2011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苏州仁华贸易有限公司会计；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苏州骅加贸易有限公司会计；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有限公司会计；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说明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不存在任职限

制，未与其他单位签订过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不存在竞业纠纷、商业秘密

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最近两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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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变动情况 

有限公司设立时，潘成华担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刘桂岑担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8 月，刘辉担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7 年 8 月 2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刘辉、卢存美、姜丽花、王

美芳、赵叔兵组成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6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刘辉、王志军、

赵叔兵、王美芳、卢存美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刘辉担任董事长。 

2、监事变动情况 

有限公司设立时，季振斌任公司监事。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卢存美担任公司监事； 

2017 年 8 月 2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陈欣为监事. 

2017 年 12 月 16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邵贺、金春宇为

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朱伟杰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有限公司设立时，潘成华任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刘桂岑担任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 年 5 月 15 日，刘辉担任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 年 12 月 16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聘任刘辉为总经理、

聘任陈婷为财务负责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最近两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正常人事调整，对公司治理经营不构成负面影响。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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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及承诺书》、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公安机关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

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

法》第 146 条的情形，且不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1、最近两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纪律等受到过

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2、因涉嫌违法违规正在接受调查的； 

3、最近两年内对所任职企业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 

4、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 

5、违反诚信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公司法》第 146 条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报告期

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没

有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

管人员具备任职资格，合法合规。 

 

十六、公司的税务 

（一）公司税务登记情况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合

为一证，目前持有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09666385322L 的《营业执照》。 

（二）公司目前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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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软件开发收入 17%、6% 

城市维护建设税 缴纳的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缴纳的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缴纳的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三）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及财政补贴 

 1、 税收优惠 

2015 年 8 月 24 日,经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批准 , 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F201532000552，有效期三年。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公司 2015 年至 2017

年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2、财政补贴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度 

项目 金额 

中小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计划补助 200,000.00 

开发区科技创新奖励经费 46,000.00 

智慧旅游（景区）大数据综合应用管理平台补助 150,000.00 

苏州市市级加快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奖金 150,000.00 

合计 546,000.00 

 

2017 年度 

专利资助经费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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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00 

2018 年度 

高新技术产品奖励 20,000.00 

合计 20,000.00 

(四)公司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2018 年 2 月 23 日，苏州市吴江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证明》，

证明公司所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经系统查询不存在偷税、漏税、欠税等重大因

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及规章而被处罚的情形。 

2018 年 2 月 24 日，苏州市吴江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证明》，经

征管系统查询，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4 日期间，公司暂无因

违反税务法律、法规及规章被行政处罚的记录，申报金额均已入库。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少计税款、未足额缴纳税款、

延期缴纳税款的情形，不存在重大税务违法违规行为。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安全生产 

（一）公司的环境保护情况 

经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环境保护情况如下： 

参考环保部《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

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

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将重污染行业分类进行细化。

（注：前述通知已被《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环发

[2014]149 号）》废止）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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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业务为智慧城市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实施（智慧旅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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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政务、信息安全、弱电智能化等）以及相应的软件开发与销售。公司所处行业

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公司属于服务行业，不

涉及建设项目，办公场所为租赁使用。公司自成立至今无建设项目，无须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二）公司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不涉及强制性适用的产

品质量和质量标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没有违反质量技术监督管理相关规定，没有受到

过质量技术相关的行政处罚。 

（三）安全生产 

2016年8月5日，公司已取得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登记号为“（苏）

JZ 安许证字（2016）054003”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建筑施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没有违反国家安全生

产相关规定，没有受到过安全生产相关行政处罚。 

 

十八、公司的劳动用工及社会保险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公司提供的职工名册、劳动合同、社保缴纳明细表，截

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共有员工 56 人，公司员工均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公司已为全体员工缴纳了社保。  

2018 年 4 月 4 日，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公

司已按规定全员参保，2015 年 3 月至今尚未发生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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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并主动为员工缴纳社保，劳动部门已经就公司劳动用工行为出具《证明》，证明

公司没有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九、公司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一）公司的诉讼、仲裁 

经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诉讼、仲裁，亦不存在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二）公司的行政处罚 

经本所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等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处罚的情形。 

 

二十、推荐机构 

公司已经聘请东吴证券作为本次挂牌的推荐机构，经本所律师核查，东吴证

券具有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业务或经纪业务的

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聘请东吴证券担任本次挂牌的推荐机构符合相关规定。 

 

二十一、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对公司提供的材料及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挂牌

主体资格合法；与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事项、法律文件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并已经履行了目前阶段所必须的批准程序，

符合申请进行本次挂牌和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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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本次挂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申请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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