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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四方游泳/股份

公司/公司 
指 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方有限/有限

公司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公司的前身 

股票挂牌 指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暨刻咨询 指 江阴暨刻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的股东 

澄铭咨询 指 江阴澄铭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的股东 

江阴高投 指 江阴市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四方有限曾经的股东 

广州分公司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济南分公司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东营分公司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 

包头分公司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 

福州分公司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沭阳分公司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沭阳分公司 

四方俱乐部 指 江苏四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江阴悦动 指 江阴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江阴悦动丹阳

分公司 
指 江阴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江阴悦动建湖

分公司 
指 江阴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建湖分公司 

江阴悦动环南

路小学分公司 
指 

江阴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环南路小学四方游泳分

公司 

江阴悦动花园

实验小学分公

司 

指 
江阴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花园实验小学分公司，已

注销 

平湖悦动 指 平湖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江阴悦动的全资子公司

平湖悦动新埭

分公司 
指 平湖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新埭分公司 

平湖悦动曹桥

分公司 
指 平湖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曹桥分公司 

平湖悦动林埭

分公司 
指 平湖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林埭分公司 

平湖悦动新仓

分公司 
指 平湖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新仓分公司 

平湖悦动独山 指 平湖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独山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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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分公司 

平湖悦动钟埭

分公司 
指 平湖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钟埭分公司 

涵江悦动 指 莆田市涵江区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已注销 

崇义悦动 指 崇义县悦动四方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江阴悦动的全资子公司 

江西悦动 指 江西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江阴悦动的全资子公司

金四方 指 无锡金四方游泳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已注销 

四方游泳产业 指 江阴市四方游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注销 

中体乐创 指 
北京中体乐创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星佰辰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赛迪科技 指 江阴市赛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国资办 指 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审计报告》 指 会计师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审计报告》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修订，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修订通

过并公布施行） 

《律师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1 日修

正，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议和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07

年 3 月 9 日公布，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

行）》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2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7 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2013 年 12

月 26 日修订）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2013

年 12 月 30 日修改） 

《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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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2017 年 11 月 1 日生效实施） 

主办券商/长城

证券 
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 指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师 指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报告期 指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连续期间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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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18】第 0837 号 
致：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担任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业务规则》、《管理办法》、

《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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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引 言 

一、本所简介 

本所成立于1988年8月，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40号楼40-3四层-五

层。本所在上海、广州、深圳、海口、杭州、南京、西安、沈阳、天津、成都、

菏泽、苏州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证券与资本市场、金融与银行、

兼并与收购、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诉讼与仲裁、知识产权、房地产。1993

年，本所首批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予的《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证书》。 

二、本所律师声明和承诺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查，

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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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中国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对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相关主体的法律资格及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应具备的

条件等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的文件，

就有关事项与公司及其他有关中介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是以现行有效

的（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府主管部门做出的

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等公共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

复制、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据做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

取得的文书，或虽为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

构确认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本

次申请股票挂牌至关重要而又缺少独立证据支持的事项，本所律师取得了有关政

府主管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出具的证明及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声

明和承诺。上述证明、声明和承诺亦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支持性材料。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向公司提交了公司应向本所律师提供文

件的资料清单。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

料（包括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均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

且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所有

副本与正本一致，所有文件和材料上的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并且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要的全部事实材料。 

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相关的法律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发

表意见事项为准及为限）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

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本所律师根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结论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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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准及为限）进行了核查验证。本

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及本所指派的律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遵循诚实、守信、

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申请股票挂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

次申请股票挂牌事宜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中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其关于本次申请股票挂牌之申请资料中自行引用或按

中国证监会、股转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不

得因上述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

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9月2日，四方游泳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与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相关的议案，并决定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9月17日，四方游泳2017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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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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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批准

了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同意公司股票挂牌时股票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并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及转让的相关事宜。 

2018年4月30日，四方游泳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并决

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5月16日，四方游泳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同

意公司股票挂牌后采取集合竞价方式转让。 

公司上述与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相关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合法、有

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具体事宜，该等授权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授权内容、程序均合法、有效。 

（二）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二百人。根据《业务规则》规定，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应取得

股转公司出具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已取得其内部的批准和授权，尚需取得

股转公司出具的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由四方有限以经审计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7年 8月 30日取得无锡市工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2817494118210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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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营业执照》，公司成立日期为2003年5月15日，住所为江阴市东外

环路267号，法定代表人为史方度，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营业期限自2003年5月15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拆装式游泳池、通

用机械及配件、体育用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游泳馆；

护理服务（不含医疗性和康复性护理）；洗浴服务；健身服务；医疗器械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及方式

经营）；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体育场

馆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以及公司提供的说明，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应予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予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申请股票

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对公司申请股票挂牌的各项实质条件核查如下：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为四方有限以改制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并于2017年8月30日取得无锡市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设立的程

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当时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股

东出资合法、合规，出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存续时间自

四方有限2003年5月15日成立之日起算已超过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1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第2.1条第

（一）项及《标准指引》第一条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

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拆装式游泳池及配套游泳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报告期内业务明确且未发生变更。 

2、公司业务具有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该要素的组成具有投入、处理和产

出能力，能够与公司的商业合同、收入和成本费用等相匹配。 

3、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内持续经营，具有现金流量、营业收

入、交易客户、劳务支出和研发费用支出等持续的营运记录。2016年度、2017

年度的公司营业收入累计为11,737.57万元， 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累

计不低于1,000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500万元，不少于500 万元；报告期

末公司净资产为3,881.42万元，每股净资产2.59元/股，不低于 1 元/股。  

4、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

受理整顿、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号——持续经营》中列举

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2.1

条第（二）项及《标准指引》第二条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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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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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董

事会秘书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防范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等一

系列公司治理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人员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

在 近24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者被股转公司认定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取得了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确认。根据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结果，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必要且

价格未显失公允（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均已归还。 

2、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且： 

（1）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公司在 近24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 近24个月内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2）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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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 近 24个月内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

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的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3）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人员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

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

的情形。 

（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业务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的资质证书（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

司的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的开展未受到环保、质量、安全等主管部门的

行政处罚（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

量、技术标准”。 

（5）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说明，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独立进行财务

会计核算和财务决策。根据《审计报告》，会计师已为四方游泳报告期内的财务

报表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江阴四方康复股份公司2028年2

月28日、2017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

年1-2月、2017年度、2016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2.1

条第（三）项及《标准指引》第三条的规定。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及注册资本变更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

的设立” 及“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股权转让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次股

权转让及增资签署了相关协议，依法履行必要内部决议并完成了股东信息的工商

变更登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无纠纷及潜在纠纷。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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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股权转让行为。公司不存在公开或者变相公

开发行证券的情形。 

根据公司股东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权结构清晰，

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均由其真实持有，不存在权

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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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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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条第（四）项及《标准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已与长城证券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由长城证券担任公司

本次股票挂牌的主办券商并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根据长城证券提供的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长城证券具备本次股票挂牌主办券商及推荐机构的资格。 

主办券商已经完成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认为公司符合

挂牌条件发表独立意见，并出具了推荐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申请股票挂牌符合《业务规则》第2.1条第（五）项及

《标准指引》第五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符合《公司法》、《业务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股票挂牌的实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一）公司的设立过程 

2017年6月30日，四方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以2017年6月30日为基准日

将四方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以其各自在公司拥有权益所对应

的全部净资产认购股份公司股份，并聘请会计师及评估师进行审计评估工作。 

2017年7月13日，无锡市工商局出具（02000047）名称变更预留[2017]第

07130004号《名称变更预留通知书》，核准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为“江阴四方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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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会计师出具审计基准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苏公 

W[2017]A1045 号《审计报告》，有限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值为人民币34,291,370.63

元。 

2017年8月8日，评估师出具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6月30日的苏中资评报字

（2017）第C2075号《评估报告》，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5,901.36万

元。 

2017年8月14日，四方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整体变更设

立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议案。 

2017年8月29日，公司全体发起人签署《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协议》，全体发起人将其在有限公司拥有的权益所对应的经审计的公司

净资产34,291,370.63元按2.286﹕1的比例折为1,500万股，每股面值1元，计1,500

万元，余额计入资本公积。同日，公司召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江阴四方

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议案，选举产生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公司全体股东签署《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2017年8月29日，会计师出具苏公W[2017]B130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2017年8月29日止，公司股东已将其拥有的截至2017年6月30日经审计四方有

限净资产折合的股本1,500万元投入公司。 

2017年8月30日，公司取得无锡市工商局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完成

工 商 登 记 手 续 并 取 得 无 锡 市 工 商 局 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2817494118210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公司成立日期为2003

年5月15日，住所为江阴市东外环路267号，法定代表人为史方度，注册资本为

1,500万元，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营业期限自2003年5月1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为“拆装式游泳池、通用机械及配件、体育用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游泳馆；护理服务（不含医疗性和康复性护理）；洗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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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健身服务；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医疗器械的生产、

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及方式经营）；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

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体育场馆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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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股东、认购股份数额、出资方式、持

股比例如下表： 

序号 发起人名称/姓名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史方度 270.00 18.00 净资产折股

2 丁琴 255.00 17.00 净资产折股

3 史瑞丰 225.00 15.00 净资产折股

4 暨刻咨询 225.00 15.00 净资产折股

5 澄铭咨询 225.00 15.00 净资产折股

6 史黎君 150.00 10.00 净资产折股

7 史晓君 150.00 10.0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500.00 100.00 ——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方式及发起人资格均符合

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其

设立行为合法有效。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以其在有限公司的权益作

为出资，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依据确定公司股本，设立过程中履行了资产审计、

评估、验资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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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系按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以改制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额为依据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不存在以评估值出资设立股份公司的情况。 

（六）公司以净资产折股的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未发生

变更，公司不存在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况。公司发起人已出具承诺，如税

务机关或审核批准机构要求股份公司的股东依法缴纳在整体改制变更为股份公

司过程中或其前身四方有限的相关股份、股权转让过程中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款，发起人承诺依法及时足额缴纳其依法应缴纳的税款。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

更设立，整体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资产审计、评估、验资手续，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方式及发起人

资格均符合当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

记，设立行为合法有效。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财务独立 

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会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财

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公司单独在银行开立账户、独立核算、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并合法纳税，不存

在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不存在与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的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二）机构独立 

公司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聘请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章程》对股东大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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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做了明确规定。 

公司相关机构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独立决策和运

作，公司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

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公司下设销售、研发、生产、财务、行政和人力等职能管理部门，并制定了

较为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按照法定程序产生，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超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干

预公司上述人事任免的情况。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亦不存在自营或

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有竞争关系业务的情形。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公司已建立独立的劳动人事制度和独立的工资管理制度，并与员工签署《劳

动合同》，公司独立向员工支付工资并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在人事体系、工资

管理和社会保障方面独立。 

（四）业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建立了自主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管理机构和经营体系；

公司自主进行技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独立对外签订所有合同，具有独立生产

经营决策及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公司业务独立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不存在需要依靠关联交易才能经营获利的情况，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

立经营的能力。 

（五）资产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以及历次增资的注册资本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验，股东均已足额缴纳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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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拥有其生产经营所必需资产的

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公司主要资产产权清晰，公司主要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独

立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独立于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具备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

营的能力。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1、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共 7名，基本情况如下： 

（1）史方度，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住址为江苏省江阴市

花园三村******，身份证号码为320219195412******。 

（2）丁琴，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住址为江苏省江阴市花

园三村******，身份证号码为320219195709******。 

（3）史瑞丰，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住址为江阴市丽都城

市花园******，身份证号码为320281199108******。 

（4）史黎君，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住址为江苏省江阴市

花园三村******，身份证号码为320219197905******。 

（5）史晓君，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住址为江阴市丽都城

市花园******，身份证号码为3202811988041******。 

（6）澄铭咨询 

澄铭咨询现持有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8月29日颁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20281MA1P9U344K的《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2017年6月27日，

住所为江阴市长江路25-1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史方度，合伙期限自2017年6月

27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不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0 

含投资与资产管理）。（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根据澄铭咨询的《合伙协议》，澄铭咨询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在四方游泳 
担任职务 

1 史方度 普通合伙人 37.50 37.50 6.67 董事长兼总经理 

2 陶建华 有限合伙人 125.00 125.00 22.23 研发总工 

3 俞牛 有限合伙人 75.00 75.00 13.33 销售副总监 

4 张建荣 有限合伙人 75.00 75.00 13.33 销售副总监 

5 陈强 有限合伙人 55.00 55.00 9.79 行政总监 

6 周洪兴 有限合伙人 55.00 55.00 9.79
生产部长兼 

技术人员 

7 许广飞 有限合伙人 25.00 25.00 4.44 销售经理 

8 万海东 有限合伙人 15.00 15.00 2.67
售后部长兼 

核心技术人员 

9 姜海梅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2.22 内勤主管 

10 闫伟佳 有限合伙人 11.25 11.25 2.00 销售经理 

11 陈冬辉 有限合伙人 11.25 11.25 2.00 销售经理 

12 虞刚 有限合伙人 10.00 10.00 1.78
生产车间主任兼监

事兼技术人员 

13 周汉功 有限合伙人 8.75 8.75 1.56 销售经理 

14 林志刚 有限合伙人 8.75 8.75 1.56 项目经理 

15 史红英 有限合伙人 6.25 6.25 1.11 仓库管理员 

16 何坚 有限合伙人 5.00 5.00 0.89 物流专员 

17 高建华 有限合伙人 5.00 5.00 0.89 项目经理 

18 李廷坚 有限合伙人 2.50 2.50 0.44 研发技术人员 

19 殷兰 有限合伙人 2.50 2.50 0.44 行政人员 

20 周建明 有限合伙人 2.50 2.50 0.44 项目经理 

21 丁厚兴 有限合伙人 2.50 2.50 0.44 项目经理 

22 刘建明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操作工 

23 刘亚君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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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在四方游泳 
担任职务 

24 方忠会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操作工 

25 王柯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操作工 

26 李才良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项目经理 

27 苗从法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项目经理 

28 蒋伏帅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项目经理 

29 王杰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项目经理 

30 丁瑞 有限合伙人 1.25 1.25 0.22 操作工 

合计 562.50 562.50 100.00 —— 

（7）暨刻咨询 

暨刻咨询现持有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8月29日颁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20281MA1P9UQP28的《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2017年6月27日，

住所为江阴市长江路25-1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史瑞丰，合伙期限自2017年6月

27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不

含投资与资产管理）”。 

根据暨刻咨询的《合伙协议》，暨刻咨询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在四方游泳 
担任职务 

1 史瑞丰 普通合伙人 21.625 21.625 3.84
董事、董事会秘书

兼江阴悦动总经理

2 周喜乐 有限合伙人 300.000 300.000 53.33
副总经理、销售总

监 

3 曹暇 有限合伙人 75.000 75.000 13.33 董事、财务总监 

4 陶然 有限合伙人 56.250 56.250 10.00 采购部长 

5 王军 有限合伙人 18.750 18.750 3.33
监事、总经理助理

兼技术人员 

6 刘姝彤 有限合伙人 12.500 12.500 2.22 销售经理 

7 王玲玲 有限合伙人 12.500 12.500 2.22 销售经理 

8 袁小庆 有限合伙人 11.750 11.750 2.09 财务副部长 

9 周萍 有限合伙人 6.250 6.250 1.11 财务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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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在四方游泳 
担任职务 

10 黄海英 有限合伙人 6.250 6.250 1.11 销售会计 

11 范单花 有限合伙人 5.000 5.000 0.90 行政人事 

12 许广宏 有限合伙人 5.000 5.000 0.90 技术人员 

13 吴问芳 有限合伙人 5.000 5.000 0.90 项目经理 

14 施国兴 有限合伙人 5.000 5.000 0.90 项目经理 

15 徐秀凤 有限合伙人 2.500 2.500 0.45 仓库管理员 

16 申燕 有限合伙人 1.875 1.875 0.33 销售经理 

17 蒋毅 有限合伙人 1.750 1.750 0.31 销售经理 

18 夏绮 有限合伙人 1.750 1.750 0.31 销售经理 

19 史晓燕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售后助理 

20 徐红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后勤 

21 何君霞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技术员 

22 张仲国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顾问 

23 董继勤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操作工 

24 宋凡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技术员 

25 丁后凯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后勤 

26 齐玉娣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后勤 

27 俞耀初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门卫 

28 朱纪美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操作工 

29 周旖 有限合伙人 1.250 1.250 0.22 江阴悦动财务总监

合计 562.500 562.500 100.00 —— 

2、根据各发起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发起人具备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的资格。公司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

例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根据公司提供的暨刻咨询、澄铭咨询《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核查，本

所律师认为，澄铭咨询、暨刻咨询作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其合伙人均为公司员

工。根据澄铭咨询、暨刻咨询全体合伙人均出具声明，其持有的全部合伙企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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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均系其以自有、自筹资金真实出资所形成，出资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通过

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他人持有、信托持有或协议安排等方式代他人持有合伙企业份

额的情形。澄铭咨询、暨刻咨询在各自的设立过程中，未通过公开或非公开的方

式向其他投资者募集资金，投资资金均来自于合伙人自筹资金，不存在向特定投

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况，暨刻咨询、澄铭咨询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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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的现有股东 

经核查，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发起人及其持股比例未发生变更，发起

人即为公司现有股东。 

经核查，公司现有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

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股东资格适格。 

（三）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史方度直接持有公司18%的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直接持有的股份所

享有的表决权不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无控股股东。 

公司现有股东中史方度、丁琴夫妇及其儿子史瑞丰三人直接持有公司50%的

股份，并通过澄铭咨询、暨刻咨询间接控制公司30%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80%

的股份。史方度、丁琴、史瑞丰已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三方在公司重大

经营事项决策中保持一致，共同对股东大会的决议实施重大影响。史方度、丁琴、

史瑞丰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

定理由和依据充分、合法。上述共同控制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共同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实际控制人 近24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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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1、史方度与丁琴为夫妻关系。 

2、史方度、丁琴夫妇与史黎君、史晓君、史瑞丰为父母子女关系。 

3、史方度担任澄铭咨询执行事务合伙人，史瑞丰担任暨刻咨询执行事务合

伙人，澄铭咨询、暨刻咨询的其他合伙人为公司员工，其中，周喜乐为史晓君的

配偶，陶然为史瑞丰配偶的父亲。 

4、史方度、丁琴、史瑞丰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四方有限的股权演变 

1、2003年5月，四方有限设立 

2003年5月9日，史方度、丁琴共同签署《江阴市四方游泳设备有限公司章程》，

四方有限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史方度以货币形式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丁琴以货币形式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 

2003年5月12日，无锡普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阴分所出具《验资报告》

（锡普澄内验（2003）0196号），经审验，截至2003年5月12日，公司已收到全

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50万元整，均以货币出资。 

2003年5月15日，四方有限取得无锡市江阴工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3202812121551）。四方有限设立时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

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方度 30.00 60.00

2 丁琴 20.00 40.00

合计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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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5年10月，增加注册资本至350万元 

2005年10月7日，史方度、丁琴分别与四方有限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

约定史方度、丁琴分别将其持有的对公司180万元、120万元债权转增公司股权。 

2005年10月10日，无锡中天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中天衡

审字[2005]第116号），审计了四方有限200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和2005年9

月的利润表，四方有限应付款期末余额为5,411,164.58元，其中史方度180万元、

应付丁琴120万元”。 

2005年10月13日，四方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史方度以债权转股权的形

式对四方有限出资180万元，丁琴以债权转股权的形式对四方有限出资120万元，

四方有限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350万元。史方度、丁琴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2005年10月14日，无锡中天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天衡

验字[2005]第251号），经审验，截至2005年9月30日止，四方有限已收到股东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史方度债权转让股权出资180万元，丁琴债权转股权

出资120万元，股东投入的债权已经《审计报告》（中天衡审字[2005]第116号）

审计。四方有限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350万元。 

2017年8月10日，评估师出具了《债务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7）

第C2079号），对四方有限2005年10月的债权转股权事项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

准日 2005年9月30日，史方度、丁琴债务评估价值分别为 180万元、120万元，

与账面价值一致，全部转为公司股权。 

2017年10月19日，会计师出具了《验资复核报告》（苏公W[2017]E3037号），

经复核，2004年2月至2005年5月，四方有限分5次向丁琴借款120万元；2003年6

月至2005年5月，四方有限分4次向史方度借款180万元。经复核，无锡中天衡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天衡验字[2005]第251号验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

合《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1号——验资》要求。 

2005年10月21日，四方有限取得无锡市江阴工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本次增资完成后，四方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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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方度 210.00 60.00

2 丁琴 140.00 40.00

合计 350.00 100.00

3、2009年5月，增加注册资本至800万元 

2009年5月14日，江阴诚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诚信查

（2009）042号），对四方有限截至2009年4月30日的其他应付款等企业增资事项

进行了专项审计，四方有限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9,164,441.38元，其中主要往

来为史方度240万元、丁琴227.30万元。 

2009年5月14日，江阴诚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诚信验

（2009）058号），经审验，截至2009年4月30日，四方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450万元，均以债权转股权出资，其中

史方度本次增资230万元，丁琴本次增资220万元，《审计报告》（诚信查（2009）

042号）对四方有限股东的债务进行了审查。四方有限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

800万元。 

2009年5月18日，史方度、丁琴分别与四方有限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

约定史方度、丁琴分别将其持有的对公司230万元、220万元债权转增公司股权。 

2009年5月18日，四方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史方度以债权转股权的形

式对四方有限出资230万元，丁琴以债权转股权的形式对四方有限出资220万元，

四方有限注册资本由350万元变更为800万元。 

2017年8月10日，评估师出具了《债务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7）

第C2080号），对四方有限2009年6月的债权转股权事项，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5

年9月30日，史方度、丁琴债务评估价值分别为 240万元、227.30万元，与账面

价值一致，其中450万元（史方度230万元、丁琴220万元）转为公司股权。 

2017年10月19日，会计师出具了《验资复核报告》（苏公W[2017]E3038号），

经复核，2005年11月至2008年9月，四方有限分9次向丁琴借款227.30万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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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至2008年5月，四方有限分8次向史方度借款240万元。经复核，江阴诚信

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诚信验（2009）058号验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

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2号——验资》的要求。 

2009年6月11日，四方有限取得无锡市江阴工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本次增资完成后，四方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方度 440.00 55.00

2 丁琴 360.00 45.00

合计 800.00 100.00

4、2014年8月，增加注册资本至1,500万元 

2014年6月16日，江阴高投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对四方有限投资500万元。 

经核查，江阴高投成立于2007年2月6日，住所为江阴市澄江中路159号（江

阴高新技术创业园），法定代表人为徐建军，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经营期限

为2007年2月6日至2037年2月5日，经营范围为“对科技型企业（实体）、成长型

企业的创业投资及其他项目的创业投资；社会经济咨询。（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限制的领域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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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高投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阴市市属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9,900.00 99.00

2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园管理委员会 1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00

2014年7月14日，江阴高投与史方度、丁琴签订了《江阴四方游泳设备有限

公司股权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江阴高投以2012年12月31日为新增注册资本定价

基准日，新增注册资本认购价格按四方有限审计后增资定价基准日的每万元净资

产1.39万元计算，江阴高投向四方有限出资500万元，其中36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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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360万元。江阴高投有权退出投资，四方有限及其股东应无条件履行江阴高

投股权退出相关手续。投资期限为三年，投资期满后，四方有限应如期退还江阴

高投的投资（初始投资额）。风险退出和到期退出时，四方有限股东（关键人物）

史方度、丁琴应无条件受让江阴高投拥有的四方有限股权。协议同时约定了江阴

高投固定分红计算比例和考核标准。 

2014年7月21日，四方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四方有限注册资本由800

万变更为1,500万，新增700万元注册资本由史方度以现金认缴340万元，江阴高

投以现金认缴360万元。史方度、丁琴、江阴高投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2017年7月22日，会计师出具了《验资审核报告》（苏公W[2017]E3025号），

确认本次新增注册资本700万元均已实缴。 

2014年8月1日，四方有限取得无锡市江阴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

增资完成后，四方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方度 780.00 52.00

2 丁琴 360.00 24.00

3 江阴高投 360.00 24.00

合计 1,500.00 100.00

5、2015年10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年10月15日，四方有限股东会做出决议，江阴高投入股原合作协议期三

年，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江阴高投转让股权提前退出，由丁琴受让股权并支付全部

投资款。第一投资年度固定分红10万元，剩余部分根据投资协议固定分红办法暂

按8%收取，具体金额根据公司考核情况签订固定分红补充协议。 

2015年12月18日，江阴高投与丁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江阴高投将

其持有的公司24%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360万元）以原价500万元让给丁琴。 

2015年12月25日，江阴高投与四方有限签订《关于收取固定分红款的补充协

议》，为规范和加强江阴市扶持重点成长型企业发展股权投资资金的管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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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江阴市财政局、江阴市科技局《关于江阴市扶持重点成长

型企业发展股权投资资金办理办法通知》（澄财规[2013]59号）有关规定，经双

方充分商讨，决定对转让协议作如下补充：自2015年度8月1日至12月25日的分红

暂以8%支付，支付额为16.1096万元。如乙方至2016年7月31日二个投资年度总税

收及总销售额达到考核目标，则江阴高投在完成考核后一个月内退还乙方分红款

人民币12.082万元。同日，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江阴高投确认

上述国有股权未履行资产评估及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交易的程序符合《中共

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苏发[2012]17号）及《专题会议纪要》（澄政专纪[2013]73

号）文件精神，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016年3月21日，四方有限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无

锡市江阴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四方有限的股东、

出资额、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方度 780.00 52.00

2 丁琴 720.00 48.00

合计 1,500.00 100.00

6、2017年6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7年6月28日，史方度分别与江阴澄铭、史瑞丰、史晓君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史方度将其所持有的四方有限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25万元）

以56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阴澄铭，史方度将其所持有的四方有限15%的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225万元）转让给史瑞丰，史方度将其所持有的四方有限4%的股

权（对应注册资本60万元）转让给史晓君。丁琴分别与江阴暨刻、史黎君、史晓

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丁琴将其所持有的四方有限15%的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225万元）以56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阴暨刻，丁琴将其所持有的四方有

限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50万元）转让给史黎君，丁琴将其所持有的四方

有限6%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0万元）转让给史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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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8日，四方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2017年6月30日，四方有限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四方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方度 270.00 18.00

2 丁琴 255.00 17.00

3 史瑞丰 225.00 15.00

4 江阴暨刻 225.00 15.00

5 江阴澄铭 225.00 15.00

6 史黎君 150.00 10.00

7 史晓君 150.00 10.00

合计 1,500.00 100.00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 

2017年8月30日，四方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 

（三）股份公司的股权变更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后，未发

生股份转让或增资行为，股本结构未发生变更。 

（四）结论 

1、四方有限设立时履行了工商登记程序，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设立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行为合法、有效。 

2、四方有限历次增资均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历次增资均出具了验资报告，真实、合法、有效。关于2005年10月、2009年5月

股东以债权出资，已由评估师对增资的债权进行了评估，债权出资未经评估的瑕

疵得到了纠正，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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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方有限历次股权转让均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签署了相关协议，并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4、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和相关股东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

在股份代持的情形。股东所持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行使受到限制的情

形。公司股权明晰，现有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纠纷情形，符合“股权明晰、股票

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 新《营业执照》，公司目前经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拆装式游泳池、通用机械及配件、体育用品、金

属制品、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游泳馆；护理服务（不含医疗性和康复

性护理）；洗浴服务；健身服务；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及方式经营）；培训服务（不含发证、

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体育场馆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

资性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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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公司的分公司及其经营范围 

1、四方游泳广州分公司 

四方游泳广州分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16日，现持有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3474167855的《营业执照》，住所为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87号之一第二层（部位：275房）（仅限办公用途），

负责人为刘姝彤，营业期限为2015年7月16日至2023年5月14日，经营范围为“塑

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环保设备批发；

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施批发；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橡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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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设备制造；工程环保设施施工；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施零售；橡胶制品批发；

塑料制品批发；贸易代理；水处理安装服务；游泳馆。” 

2、四方游泳济南分公司 

四方游泳济南分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1日，现持有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103MA3CM3YD46的《营业执照》，住

所为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西路340号后龙美食街西排二楼202室，负责人为

闫伟佳，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6年11月21日至长期，经营范围

为“塑料制品、游泳相关设备的销售、安装、维修；不锈钢制品的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四方游泳东营分公司 

四方游泳东营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8日，现持有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502MA3D65QL8T的《营业执照》，住所

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曹州路商贸城，负责人为闫伟佳，营业期限为2017年2月8

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塑料制品（不含医用）、不锈钢制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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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四方游泳包头分公司 

四方游泳包头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26日，现持有包头市青山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50204MA0NDXN997的《营业执照》，住

所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呼得木林大街6号街坊市场52号底店，负责人为

周喜乐，营业期限为2017年6月26日至2099年12月31日，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

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塑料制品、游泳相关设备、不锈钢制品的销售、安装、

维修。” 

5、四方游泳福州分公司 

四方游泳福州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30日，现持有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102MA2YCKH694的《营业执照》，住

所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建华支巷水涧新村6座附属楼二层2D-286，负责人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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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玲，营业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受隶属企业委托从事相

关经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四方游泳沭阳分公司 

四方游泳沭阳分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17日，现持有沭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1322MA1MN0R49F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沭

阳县桑墟镇老庄村九组（沭海路西侧48K处），负责人为史晓君，营业期限为2016

年6月17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塑料制品、游泳相关设备的制造、加工、销售、

安装、维修；不锈钢制品的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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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经营范围 

1、四方俱乐部（公司持股100%） 

四方俱乐部现持有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2MA1Q21EK9Y，成立日期为2017年8月8日，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

道灵谷寺路8号，法定代表人为史瑞丰，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7

年8月8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游泳场馆管理服务（不含许可项目）；塑料制品、

体育用品、不锈钢制品、健身器材、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机电设备、

家用电器、通讯设备、服装、日用百货、鞋帽、针纺织品、五金建材、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润滑油及工艺礼品的销售；体育赛事活动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会展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江阴悦动（公司持股81%） 

江阴悦动现持有无锡市江阴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20281MA1MLBEM2R，成立日期为2016年5月24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为江阴市东外环路267号，法定代表人为史瑞丰，

注册资本为58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6年5月24日至 2036年5月23日，经营范围

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游泳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体育运动咨询服务；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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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育及非竞技体育组织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

证书类培训）；场地租赁；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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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6日，四方有限签订江阴悦动公司章程，四方有限认缴江阴悦动全

部注册资本58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期限为2036年5月6日之前。 

2016年5月6日，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名称预核登记[2016]第0506084

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江阴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名称。 

2016年5月24日，江阴悦动取得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江阴悦动设立时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四方有限 58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80.00 100.00      —— 

2017年5月27日，四方有限做出股东决定，同意将其持有的15%股权（对应

注册资本87万元）转让给杨旻珷、将其持有的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8万元）

转让给胡继庆、将其持有的1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8万元）转让给刘建峰、将

其持有的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7.4万元）转让给陈丽娜、将其持有的3%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17.4万元）转让给俞锡鸿、将其持有的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7.4

万元）转让给吴腾。 

2017年5月27日，四方有限分别与杨旻珷、胡继庆、刘建峰、陈丽娜、俞锡

鸿、吴腾就上述股权转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四方有限、杨旻珷、胡继庆、

刘建峰、陈丽娜、俞锡鸿、吴腾共同签署新的江阴悦动公司章程。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江阴悦动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具体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方式

1 四方有限 324.80 44.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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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方式

2 杨旻珷 87.00 15.00 货币 

3 胡继庆 58.00 10.00 货币 

4 刘建峰 58.00 10.00 货币 

5 陈丽娜 17.40 3.00 货币 

6 俞锡宏 17.40 3.00 货币 

7 吴腾 17.40 3.00 货币 

合计 580.00 100.00 —— 

2018年3月20日，四方游泳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江阴悦动四方游泳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2018年4月10日，江阴悦动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杨旻珷将其持有的15%股

权（计87万元）转让给四方游泳、胡继庆将其持有的10%股权（计58万元）转让

给四方游泳，俞锡宏将其持有的3%股权（计17.4万元）转让给武海涛。 

同日，江阴悦动股东共同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江阴悦动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具体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方式

1 四方有限 469.80 81.00 货币 

2 刘建峰 58.00 10.00 货币 

3 陈丽娜 17.40 3.00 货币 

4 武海涛 17.40 3.00 货币 

5 吴腾 17.40 3.00 货币 

合计 580.00 100.00 —— 

经核查，江阴悦动的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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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悦动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江阴悦动丹阳分公司 

江阴悦动丹阳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19日，现持有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1181MA1P1L2C50，住所为丹阳

市丹北镇晶山路文体中心内，负责人为史瑞丰，营业期限为2017年5月19日至长

期，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

的职业证书类培训）；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限《食品经营

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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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江阴悦动建湖分公司 

江阴悦动建湖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7日，现持有建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925MA1PC9L059，住所为建湖县

庆丰镇十八团公园，负责人为胡继庆，营业期限为2017年7月7日至长期，经营范

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游泳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体育运动咨询服务；

竞技体育及非竞技体育组织服务；场地租赁；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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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江阴悦动环南路小学四方游泳分公司 

江阴悦动环南路小学四方游泳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12日，现持有江阴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281MA1PD4L31J的《营业执

照》，住所为江阴市环城南路125-3号（环南路小学内），负责人为刘建峰，营

业期限为2017年7月12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游泳装备的

研究、开发销售；体育运动咨询服务；竞技体育及非竞技体育组织服务；培训服

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场地租赁；泳衣、泳帽、

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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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江阴悦动花园实验小学分公司（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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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悦动花园实验小学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14日，住所为江阴市长江路

51号（花园实验小学内），负责人为刘建峰，营业期限为2017年7月1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游泳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体育运动咨询服

务；竞技体育及非竞技体育组织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

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场地租赁；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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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悦动花园实验小学分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9日取得江阴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分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02811503-1）分公司注销[2017]第

12270010号，准予江阴悦动花园实验小学分公司注销。 

3、平湖悦动（江阴悦动持股100%） 

平湖悦动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30482MA29FR7P3R，成立日期为2017年5月22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广陈镇社区服

务中心北侧，法定代表人为史瑞丰，注册资本为1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7年5月

22日至2027年5月21日，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游泳装备的研发、销

售；体育运动组织及咨询服务；开展体育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

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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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湖悦动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平湖悦动新埭分公司 

平湖悦动新埭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9日，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82MA29G0QT93，住所为浙江

省嘉兴市平湖市新埭镇新埭中学北侧，负责人为史瑞丰，营业期限为2017年6月9

日至2027年5月21日，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体育运动组织及咨询服

务；开展体育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泳衣、泳帽、泳镜及其

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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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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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湖悦动曹桥分公司 

平湖悦动曹桥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2日，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82MA29G2BW37，住所为浙

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行知中学内，负责人为史瑞丰，营业期限为2017年6

月12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体育运动组织及咨询服务；开

展体育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

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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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平湖悦动林埭分公司 

平湖悦动林埭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2日，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82MA29G2BX12，住所为浙

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林埭中学东侧，负责人为史瑞丰，营业期限为2017年6月12日

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体育运动组织及咨询服务；开展体育

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

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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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平湖悦动新仓分公司 

平湖悦动新仓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3日，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82MA29G31X0D，住所为浙

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枫叶路388号平湖市新仓中学内，负责人为史瑞丰，营

业期限为2017年6月13日至2027年5月21日，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体

育运动组织及咨询服务；开展体育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泳

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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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平湖悦动独山港分公司 

平湖悦动独山港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3日，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82MA29G3MG51，住所为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独山港镇全塘小学北校区东侧，负责人为史瑞丰，营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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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7年6月13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游泳装备的研发、

销售；体育运动组织及咨询服务；开展体育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

外）；泳衣、泳帽、泳镜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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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平湖悦动钟埭分公司 

平湖悦动钟埭分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28日，现持有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82MA29G7PY2E，住所为浙

江省嘉兴市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江家堰8号内西南角，负责人为史瑞丰，营业期限

为2017年6月28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体育运动组织及咨

询服务；开展体育培训（与学历教育有关的培训活动除外）；泳衣、泳帽、泳镜

及其他体育用品、食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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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崇义悦动（江阴悦动持股100%） 

崇义悦动现持有崇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60725MA360C852G，成立日期为2017年5月25日，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上营村

崇龙公路中段右侧，法定代表人为史瑞丰，注册资本为1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7

年5月25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游泳场（馆）经营管理（凭有效许可证范围经

营）；体育用品、食品零售（凭有效许可证范围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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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江西悦动（江阴悦动持股100%） 

现持有章贡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60702MA367FXQXG，成立日期为2017年8月17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大公路第一小学

绵江路校区，法定代表人为史瑞丰，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7年8

月17日至2057年8月16日，经营范围为“游泳场（馆）经营管理（凭有效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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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体育用品、预包装食品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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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涵江悦动（江阴悦动持股100%，已注销） 

涵江悦动成立于2017年6月30日，住所为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莆田第十四中

学校内，法定代表人为史瑞丰，注册资本为1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

至长期，经营范围为“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游泳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

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体育用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涵江悦动已于2018年2月7日取得莆田市涵江区工商局核发的《准予注销登记

通知书》（（涵）登记内注核字〔2018〕第283号），准予涵江悦动注销。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拆装式游泳池及配套游泳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拆装式游泳池、游泳池垫层、更衣柜、更衣凳。公司根据

经营发展需要，设立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游泳池运营管理、游泳培训服务。 

（五）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的经营场所 

江阴悦动及其分公司、平湖悦动及其分公司、崇义悦动、涵江悦动、江西悦

动的经营场所均通过承包合作协议取得，具体取得方式如下： 

子/分公司名称 
注册地/ 

经营场所地址 
提供方 使用期限 

江阴悦动丹阳分

公司 

丹阳市丹北镇晶山路

文体中心内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

限公司 
至 2025 年 5 月 29 日 

江阴悦动建湖分

公司 

建湖县庆丰镇十八团

公园 

建湖县庆丰镇人民政

府 

2014 年 6 月 25 日至

2024 年 6 月 25 日 

江阴悦动环南路

小学四方游泳分

公司 

江阴市环城南路

125-3 号（环南路小学

内） 

江阴市环南路小学 
2017年 7月 1日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 

平湖悦动四方游

泳管理服务有限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广陈镇社区服务中心

平湖市广陈镇人民政

府 

2017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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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公司名称 
注册地/ 

经营场所地址 
提供方 使用期限 

公司 北侧 

平湖悦动新埭分

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新埭镇新埭中学北侧

平湖市新埭镇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 

平湖悦动林埭分

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林埭中学东侧 

平湖市林埭镇人民政

府 

2017 年 6 月 15 日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2018

年 6 月 15 日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 

平湖悦动曹桥分

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曹桥街道行知中学内

平湖市人民政府曹桥

街道办事处 

2017年 7月 1日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 

平湖悦动新仓分

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新仓镇枫叶路 388 号

平湖市新仓中学内 

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

人民政府 

2017 年 5 月 30 日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 

平湖悦动独山港

分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独山港镇全塘小学北

校区东侧 

浙江省平湖市独山港

镇人民政府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 

平湖悦动钟埭分

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经济开发区江家堰 8

号内西南角 

平湖市人民政府钟埭

街道办事处 

2017年 6月 1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崇义悦动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

上营村崇龙公路中段

右侧 

崇义县体育局 
2017年 6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江西悦动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大公路第一小学绵江

路校区 

大公路第一小学（绵

江校区） 

2017年 7月 8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四方游泳俱乐部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

街道灵谷寺路 8 号 
南京体育学院 尚未签署协议（注）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子公司与提供方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由场地提供方将

其拼装式游泳池承包给子公司，由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和维护。因此，上述经

营场所均为子公司的合作方提供给子公司/分公司无偿使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四方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8日，目前经营

场所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灵谷寺路8号南京体育学院内。由于双方尚未

签署承包合作协议，南京体育学院于2017年11月29日出具说明，证明自2017年8

月8日至双方签署协议之日，该经营场所提供给四方俱乐部无偿使用。 

江阴悦动环南路小学四方游泳分公司自2017年暑期运营后未再继续运营，目

前该分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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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述通过合作协议取得经营场所外，四方游泳的分公司、江阴悦动的

经营场所均为租赁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子/分公司

名称 
注册地/ 

经营场所地址 
取得

方式
出租方 租赁期限 

面积 
（m2）

江阴悦动 
江阴市东外环

路 267 号 
租赁

江阴市四方游泳设

备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约 200 

四方游泳

广州分公

司 

广州市天河区

东圃大马路 87

号之一第二层

（部位：275 房） 

租赁 梁艺全 
2017 年 8 月 9 日至

2018 年 8 月 8 日 
6.8  

四方游泳

济南分公

司 

山东省济南市

市中区南辛庄

西路 340 号后龙

美食街西排二

楼 202 室 

租赁 张起峰 

2016 年 10 月 20 日

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9 日 

15 

四方游泳

东营分公

司 

山东省东营市

东营区曹州路

商贸城 

租赁 荆霞 
2017 年 1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 
30  

四方游泳

包头分公

司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青山区

呼得木林大街 6

号街坊市场 52

号底店 

无偿

使用
周喜俊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8 年 6 月 19 日；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 

16.5 

四方游泳

福州分公

司 

福建省福州市

鼓楼区建华支

巷水涧新村 6 座

附属楼二层

2D-286 

租赁
福州市水部商务秘

书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2 日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 
约 10 

四方游泳

沭阳分公

司 

沭阳县桑墟镇

老庄村九组（沭

海路西侧 48K

处） 

无偿

使用
葛恒军 

2016 年 6 月 16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 
200 

（六）相关业务资质、许可或认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开展

业务，取得如下业务资质、许可或认证，具体情况如下： 

1、子公司及其分公司《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 

公司名称 资质、许可证书及编号 内容 有效期 发证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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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资质、许可证书及编号 内容 有效期 发证机关 

江阴悦动

丹阳分公

司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2140720170009） 
游泳 

2017.5.19 至
2022.5.19 

丹阳市体育局

江阴悦动

建湖分公

司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2912520170003） 
游泳 

2017.7.7 至
2022.7.7 

建湖县体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2028120170005） 
游泳 

2017.8.25 至
2022.8.24 

江阴市体育局江阴悦动

环南路小

学四方游

泳分公司 
《卫生许可证》（苏卫公

证字[2017]第
320281.000473 号） 

游泳场（馆） 
2017.8.16 至

2021.8.15 

江阴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

会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3048220170002） 

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
2017.7.17 至

2022.7.17 
平湖市体育局

平湖悦动 
《卫生许可证》（浙卫公

证字[2017]第
330482000227 号） 

游泳场（馆） 
2017.7.6 至

2021.7.5 
平湖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3048220170007） 

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
2017.7.17 至

2022.7.17 
平湖市体育局

平湖悦动

新埭分公

司 
《卫生许可证》（浙卫公

证字[2017]第
330482000218 号） 

游泳场（馆） 
2017.7.3 至

2021.7.2 
平湖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3048220170003） 

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
2017.7.17 至

2022.7.17 
平湖市体育局

平湖悦动

曹桥分公

司 
《卫生许可证》（浙卫公

证字[2017]第
330482000226 号） 

游泳场（馆） 
2017.7.6 至

2021.7.5 
平湖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3048220170018） 

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
2017.7.17 至

2022.7.17 
平湖市体育局

平湖悦动

林埭分公

司 
《卫生许可证》（浙卫公

证字[2017]第
330482000217 号） 

游泳场（馆） 
2017.7.3 至

2021.7.2 
平湖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3048220170004） 

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
2017.7.17 至

2022.7.17 
平湖市体育局

平湖悦动

新仓分公

司 
《卫生许可证》（浙卫公

证字[2017]第
330482000235 号） 

游泳场（馆） 
2017.7.10 至

2021.7.9 
平湖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3048220140012） 

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
2014.7.21 至

2019.7.21 
平湖市体育局

平湖悦动

独山港分

公司 
《卫生许可证》（浙卫公

证字[2017]第
330482000228 号） 

游泳场（馆） 
2017.7.6 至

2021.7.5 
平湖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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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资质、许可证书及编号 内容 有效期 发证机关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33048220170010） 

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
2017.7.17 至

2022.7.17 
平湖市体育局

平湖悦动

钟埭分公

司 
《卫生许可证》（浙卫公

证字[2017]第
330482000219 号） 

游泳场（馆） 
2017.7.3 至

2021.7.2 
平湖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360725.004）
游泳 

2017.8.6 至
2022.8.6 

崇义县体育局

崇义悦动 
《卫生许可证》（崇卫公

证字[2017]第 000035 号）
游泳场（馆） 

2017.8.4 至
2022.8.3 

崇义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

会 

四方俱乐部尚未开始经营，经营前应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卫生许可证》。 

2、《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4年10月31日，四方有限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

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GR201432002920），

有效期为三年。 

3、公司已取得的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及

编号 认证标准 覆盖业务范围 有效期 发证机关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06515Q21
750R1M） 

质量管理体系

符合
GB/T19001-20

08/ISO 
9001:2008 

拆装式游泳池、垫层、

塑料更衣柜及游泳池

相关产品（塑料、金属

材料类）的设计开发、

生产及其售后服务 

2015-7-17 至
2018-7-16 

北京中物联联

合认证中心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06515E202
22R1M） 

环境管理体系

符合
GB/T24001-20

04/ISO 
14001:2004 

拆装式游泳池、垫层、

塑料更衣柜及游泳池

相关产品（塑料、金属

材料类）的设计开发、

生产及其售后服务的

环境管理活动 

2015-7-17 至
2018-7-16 

北京中物联联

合认证中心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06515S201
67R1M）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符合
GB/T28001-20

11/OHSAS 
18001:2007 

拆装式游泳池、垫层、

塑料更衣柜及游泳池

相关产品（塑料、金属

材料类）的设计开发、

生产及其售后服务的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活

动 

2015-7-17 至
2018-7-16 

北京中物联联

合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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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注意到，江阴悦动丹阳分公司、江阴悦动建湖分公司尚未取得《卫

生许可证》。丹阳市卫生局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证明：“江阴悦动丹阳分公司

自2017年7月1日至本证明出具日，遵守有关卫生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守法经

营，没有因违反有关卫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处罚的记录。我局不会因江阴

悦动丹阳分公司未办理《卫生许可证》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建湖县卫生局于

2018年5月15日出具证明：“江阴悦动建湖分公司自2017年7月1日至本证明出具

日，遵守有关卫生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守法经营，没有因违反有关卫生行政

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处罚的记录。我局不会因江阴悦动建湖分公司未办理《卫生

许可证》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除上述情形外，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已取得经营主营业务所必需的

相关资质、许可、认证，相关业务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

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 

（七）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不从事经

营活动。 

九、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方包括： 

1、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 

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的基本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业务”。 

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全体股东持股比例均在5%以上，公司全体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方。 

3、实际控制人控制或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姓名 其他投资/任职企业

名称 企业经营范围 出资比例 担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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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方度 江阴市游泳协会 培训、交流、比赛、服务 —— 
法定代表人、

会长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其中，公司现任董事周喜乐为公司

股东史黎君的配偶、公司实际控制人史方度、丁琴夫妇的女婿；公司现任董事曹

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琴胞兄的儿媳。 

5、其他主要关联方 

除上述已披露之关联方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

配偶的父母）也为公司的关联方。 

6、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其他投资/任职情况 
姓名 关联关系 

投资/任职企业 经营范围 出资比例

（%） 担任职务 

史瑞丰 
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莆田市涵江区

四方游泳服务

部（已注销）

游泳培训；游泳具、饮

料销售 
—— 经营者 

周喜乐 
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中体乐创（已

转让）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等 

周喜乐曾

持股
100% 

—— 

江阴市曜舞灵

叭服装贸易有

限公司 

服装、纺织品等 80.00 
执行董事、

总经理 

江阴市苏木食

品有限公司 

食品、生、鲜食用农产

品的加工、销售等 
45.00 

执行董事、

总经理 

江阴市城东金

娇服装店 
服装的零售 —— 经营者 

史黎君 

史方度、丁

琴之女、周

喜乐之配偶

江阴市淑女屋

服饰店（已注

销） 

服装及饰品、鞋帽的零

售 
—— 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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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资/任职情况 
姓名 关联关系 

投资/任职企业 经营范围 出资比例

（%） 担任职务 

中体乐创（已

离职）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等 
—— 监事 

丁奇 

丁琴的胞

兄；曹暇配

偶的父亲 

江阴市金粮机

械工程有限公

司（吊销） 

—— 16.67 董事 

刘美英 

丁奇的配

偶；曹暇配

偶的母亲 

赛迪科技 
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开

发、技术服务、销售等
100.00 

执行董事、

总经理 

丁凤 丁琴的胞姐 20.00 监事 

丁琴的胞妹

江阴市顶顶红

庆典有限公司

（已注销） 

为公司开业典礼、重大

活动提供的礼仪服务等 80.00 
执行董事、

总经理 

丁琴的胞妹

江阴市城市坐

标文化礼仪策

划部 

为公益事业展览提供策

划活动等 
—— 经营者 丁红 

丁琴的胞妹 4.00 监事 
无锡巨轮科技

有限公司 

救生设备的制造、销售；

体育场馆建设工程的设

计、施工；体育赛事策

划等 
96.00 

执行董事、

总经理 

江苏华伦气体

有限公司 
化学危险品销售等 60.82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北京金舟文化

发展中心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等 20.00 监事 

丁澄 曹暇的配偶

江苏永泰干冰

有限公司 
干冰制造、销售 —— 

总经理 

（已离职）

曹志文 曹暇的父亲
岳阳九瑞棉麻

有限公司 

棉花、麻类收购、加工；

批发、零售棉麻制品、

政策允许经营的其他农

副产品 

—— 监事 

陶然 
史瑞丰配偶

的父亲 

江苏辛体汇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企业管理咨询等 30.00 —— 

个体工商户 游泳馆 —— 经营者 

沭阳县耿圩镇

葛志金木材加

工厂（已注销）

木材加工、销售 100.00 投资人 
葛志金 

史晓君的配

偶 
沭阳县龙庙葛

志金厨卫用品

厂（已注销）

厨具、卫生洁具生产与

销售 
100.00 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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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资/任职情况 
姓名 关联关系 

投资/任职企业 经营范围 出资比例

（%） 担任职务 

葛恒军 
史晓君配偶

的父亲 

沭阳县通发木

业板厂 
细木工板等加工销售 100.00 投资人 

王延平 
史晓君配偶

的母亲 

沭阳县老葛服

装厂 
服装加工、销售 100.00 投资人 

周喜俊 
周喜乐的胞

妹 

包头市迦南纺

织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吊销）

羊绒制品及其他纺织品

的销售等 
—— 监事 

曹哲 曹暇的胞弟
岳阳楼区乐之

屋超市 
卷烟、雪茄烟零售等 —— 经营者 

周锦一 王军的配偶
江阴市澄南苏

御坊珠宝商行

珠宝首饰、工艺品、手

表、箱、包、皮具的回

收及零售 

—— 经营者 

报告期内，周喜乐为中体乐创的唯一股东、执行董事、经理，史黎君为监事，

中体乐创曾与公司经营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2017年8月，

周喜乐将其持有的中体乐创100%的股权转让给江利明,同时，中体乐创的执行董

事、经理变更为江利明，监事变更为陈雯，经营范围变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销售服装、文化用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

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电脑动画设计；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机械

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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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报告期内公司曾经的关联方 

（1）金四方，公司曾经的参股企业，史瑞丰为控股股东 

金四方成立于2008年7月24日，住所为江阴市东外环路267号，法定代表人为

丁琴，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范围为“塑料制品及其他游泳相关设备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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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四方已于2016年3月25日注销。金四方注销前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具

体如下：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9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瑞丰 198.00 99.00

2 四方有限 2.00 1.00

合计 200.00 100.00

（2）四方游泳产业，公司曾经的参股企业，史瑞丰为控股股东 

四方游泳产业成立于2014年1月23日，住所为江阴市东外环路267号，法定代

表人为史瑞丰，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经营范围为“泳池经营管理服务；游泳装备

的研究、开发、销售；体育运动咨询服务；竞技体育及非竞技体育组织服务；培

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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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游泳产业已于2017年6月12日注销。四方游泳产业注销前股东、出资额、

出资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史瑞丰 153.00 51.00

2 史黎君 72.00 24.00

3 史晓君 72.00 24.00

4 四方有限 3.00 1.00

合计 300.00 100.00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已根据《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对关联方进行了认定和披露，认定准确、披露全面、不存在为规避披露关联交易

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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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 1-2 月 

发生额 
2017 年发生额 2016 年发生额

四方游泳产业 
采购拆装池及配

套设施 
—— 282,051.27 ——

四方游泳产业 
采购拆装池及配

套设施 
—— 2,080,235.06 ——

金四方 安装费 —— —— ——

史瑞丰 采购车辆 —— —— 460,000.00

赛迪科技 采购配件 82,132.34 1,339,967.78 1,448,356.75

江阴市游泳协会 缴纳协会会费 —— 40,000.00 ——

江阴市城市坐标文

化礼仪策划部 
遮阳棚租赁 —— 2,000.00 ——

无锡巨轮科技有限

公司 
会议系统 —— 15,525.24 ——

周喜俊 房屋租赁 1,333.33 4,000.00 ——

合计 83,465.67 3,763,779.35 1,908,356.75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 1-2 月 

发生额 
2017 年发生额 2016 年发生额

中体乐创 
销售拆装池及配

套设备 
—— —— 560,441.04

四方游泳产业 
销售拆装池及配

套设备 
—— —— 3,418,034.31

赛迪科技 更衣柜等 —— 13,675.22 ——

赛迪科技 废料收入 —— 6,606.84 ——

合计 —— 20,282.06 3,987,475.35

2、关联方资金拆借（单位：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归还日 说明 

拆入 

金四方 300,000.00 2011-4-14 2016-3-15 无息拆借 

金四方 1,000,000.00 2012-9-5 2016-3-15 无息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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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瑞丰 45,000.00 2016-1-28 2017-5-8 无息拆借 

丁琴 471,048.47 2014-7-25 2016-3-15 无息拆借 

丁琴 20,000.00 2008-7-14 2016-12-27 无息拆借 

拆出 

丁琴 2,000,000.00 2015-12-25 2017-6-5 无息拆借 

丁琴 3,000,000.00 2015-12-25 2017-4-28 无息拆借 

丁琴 500,000.00 2016-7-12 2016-7-14 无息拆借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单位：元） 

2018-2-28 2017-12-31 2016-12-31 
项目名称 关联方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其他应收款 周喜乐 4,163.96 —— ——

其他应收款 陶然 —— 13,500.05 5,000.00

其他应收款 王军 14,000.00 5,984.00 ——

其他应收款 丁琴 —— —— 5,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史方度 —— —— 26,267.00

其他应收款 江阴市游泳协会 —— —— 10,000.00

应收账款 四方游泳产业 —— —— 3,045,489.98

合计 18,163.96 19,484.05 8,086,756.98

（2）应付项目（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2-28 2017-12-31 2016-12-31 

其他应付款 史瑞丰 3,726.00 6,688.18 45,000.00

其他应付款 丁琴 —— 6,693.00 10,871.20

其他应付款 周喜乐 —— 5,183.74 12,125.67

其他应付款 周喜俊 5,333.33 4,000.00 ——

预收账款 陶然 345.00 —— ——

应付账款 赛迪科技 139,785.30 57,652.96 64,2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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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9,189.63 80,217.88 132,279.46

4、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

司存在将资金拆借给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情况已清理完毕，公司已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

在公司为关联方担保的情况。 

5、经本所律师核查，为了规范公司的关联交易，完善公司的规范运作，公

司于2018年5月16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报告期内公司与各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确认。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审议结果，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必要且价格未显失公允。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经本所律师核查，为了规范公司的关联交易，完善公司的规范运作，公

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对关联交易

进行了相关规定，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和关联人的认定、

关联交易的回避与表决、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与披露等作

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切实履行。 

2、为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实际控制人关于避

免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本人与公司现时不存在任何依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和《江阴四方游泳康复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本人不会利用本人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的

身份操纵、指示公司或者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公司以不公平

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 

（3）本人承诺尽量减少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

或交易均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公

司的合法权益，并依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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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及其他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并及时予以披露； 

（4）本人承诺不利用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

的地位，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制定了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对关联交易和

关联人的认定、关联交易的回避与表决、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的审议

程序与披露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切实履行上述制度。 

（四）同业竞争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独立于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 

2、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3、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主要内容为： 

“（1）截止本函出具之日，除四方游泳及其控股子公司外，本人目前没有

直接或间接地实际从事与四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

业务活动。 

（2）本人及本人可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实际从

事与四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如有这类业务，其所产生的收益归四方游泳所有。 

（3）本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实际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四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

司经营和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4）如果本人将来出现所投资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实际从事的业务与

四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的情况，本人同意将该等业务通过有效方式纳

入四方游泳经营以消除同业竞争的情形；四方游泳有权随时要求本人出让在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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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股份，本人给予四方游泳对该等股权/股份的优先购买

权，并将尽 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 

（5）本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四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司主营

业务范围之内的，本人将及时告知四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司，并尽可能地协助四

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司取得该商业机会。 

（6）若违反本承诺，本人将赔偿四方游泳或其控股子公司因此而遭受的任

何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与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业务的情况，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规范措施有效合

理。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不动产权 

公司已经取得的《不动产权证》共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坐落 终止日期 

宗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用途 
权利 
类型 

他项
权利

1 

苏（2017）
江阴市不动
产权第

0042698 号 

四方游泳
东外环路
267 号 

2053.02.28 9,817.50 13,301.74 
工业用
地/非
住宅 

出让 — 

（二）商标 

1、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共1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注册人 商标图像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核准商品/服务 

类

别 
有效期限

1  四方有限 

 
金四方

JSF 
5081793 木或塑料箱 20 

2009.06.07

-2019.06.06

2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5799A
金属制浴缸扶手；金

属锁 
6 

2017.10.21

-202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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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5821A

可移动的非金属建筑

物；非金属跳水板；

游泳池（非金属结

构）；非金属建筑物 

19 
2017.10.21

-2027.10.20

4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5858A

使身体复原的器械；

锻炼身体肌肉器械；

锻炼身体器械；体育

活动器械；跳台；游

泳池（娱乐用品）；

圣诞树架；游泳圈；

护腰 

28 
2017.10.21

-2027.10.20

5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5876A

可移动的非金属建筑

物；非金属跳水板；

游泳池（非金属结

构）；非金属建筑物 

19 
2017.10.21

-2027.10.20

6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6037A

出借书籍的图书馆；

动物训练；组织彩票

发行；录像带发行 

41 
2017.10.21

-2027.10.20

7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6124A 无形资产评估 42 
2017.10.21

-2027.10.20

8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6144A 动物养殖；眼镜行 44 
2017.10.21

-2027.10.20

9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5826A 金属锁（非电） 6 

2017.11.07

-2027.11.06

10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6009A

动物训练；录像带发

行 
41 

2017.11.07

-2027.11.06

11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6124

技术研究；替他人研

究和开发新产品；科

学研究和开发；工业

品外观设计；娱乐场

所建筑规划设计；服

装设计；把有形的数

据或文件转换成电子

媒体；提供互联网搜

索引擎；主页和网站

设计 

42 
2018.03.28

-202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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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共19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人 商标图像 商标名称 申请号 类别 申请日期 

1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5799 6 2016.08.05

2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5826 6 2016.08.05

3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5858 28 2016.08.05

4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5939 28 2016.08.05

5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5978 35 2016.08.05

6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5997 35 2016.08.05

7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6009 41 2016.08.05

8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6037 41 2016.08.05

9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6144 44 2016.08.05

10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6178 44 2016.08.05

11  四方有限 

 
四方游泳 

SIFANG 
20886281 10 201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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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四方有限 

 

SIFANG 20886304 10 2016.08.05

13  四方游泳 

 

四方游泳 28307451 28 2017.12.25

14  四方游泳 

 

SIFANG 28309947 28 2017.12.25

15  四方游泳 

 

四方游泳 28380644 19 2017.12.28 

16  四方游泳 

 
四方游泳 

SIFANG 
28389041 42 2017.12.28

17  四方游泳 

 
四方游泳 

SI FANG 
28827697 6 2018.01.22

18  四方游泳 

 

SIFANG 28840633 6 2018.01.22

19  四方游泳 

 

四方游泳 28923898 35 2018.01.25

（三）专利 

1、公司拥有的专利共39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1  四方游泳 201310187781.5 
一种移动式柔锁收放

器 
发明 2013.05.20

2  四方游泳 201310381589.X 
一种具有集中供电电

子锁的柜体 
发明 2013.08.28

3  四方游泳 201410003073.6 一种可以造流的池 发明 2014.01.04

4  四方游泳 201610320705.0 
用于游泳馆的智能手

环的管理系统 
发明 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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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方游泳 201020654331.4 折叠救生椅 实用新型 2010.12.13

6  四方游泳 201120487756.5 新型绕线车 实用新型 2011.11.30

7  四方游泳 201120533517.9 
带有助推器的泳池出

发台 
实用新型 2011.12.20

8  四方游泳 201120533516.4 泳池出发台 实用新型 2011.12.20

9  四方游泳 201320527909.3 
一种拆装式游泳池钢

框架焊接工装 
实用新型 2013.08.28

10  四方游泳 201320530954.4 
扣接结构及含扣接结

构的游泳池组合拉条 
实用新型 2013.08.28

11  四方游泳 201320573565.X 
拆装式泳池的池岸面

板和主梁的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2013.09.16

12  四方游泳 201320574400.4 
溢水槽角罩及其与溢

水槽的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2013.09.16

13  四方游泳 201320645969.5 一种泳帽救生系统 实用新型 2013.10.18

14  四方游泳 201320645970.8 一种限位器 实用新型 2013.10.18

15  四方游泳 201320647773.X 
一种拉线张紧力调节

器 
实用新型 2013.10.18

16  四方游泳 201320646421.2 
一种泳池垫层高度调

节机构 
实用新型 2013.10.18

17  四方游泳 201520451835.9 汽车遮阳蓬 实用新型 2015.06.29

18  四方游泳 201520452039.7 
拆装式泳池的排水结

构 
实用新型 2015.06.29

19  四方游泳 201520825251.3 新型更衣柜 实用新型 2015.10.24

20  四方游泳 201520825255.1 增高台格栅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15.10.24

21  四方游泳 201520825256.6 更衣柜 实用新型 2015.10.24

22  四方游泳 201520825254.7 绕线车 实用新型 2015.10.24

23  四方游泳 201520935669.X 传送架 实用新型 2015.11.23

24  四方游泳 201620247379.0 
泳池循环水电解式净

化装置 
实用新型 2016.03.29

25  四方游泳 201620439766.4 
用于游泳馆的智能芯

片分发装置 
实用新型 2016.05.16

26  四方游泳 201620439761.1 
用于游泳馆的智能芯

片分离装置 
实用新型 2016.05.16

27  四方游泳 201620439768.3 
用于游泳馆的智能手

环 
实用新型 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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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四方游泳 201620545498.4 拆装式泳池排水结构 实用新型 2016.06.07

29  四方游泳 201620545479.1 
用于康复泳池的水中

跑步机 
实用新型 2016.06.07

30  四方游泳 201620938847.9 拆装式深度可调泳池 实用新型 2016.08.25

31  四方游泳 201720184524.X 水中跑步机 实用新型 2017.02.08

32  四方游泳 201720184525.4 水中升降平台 实用新型 2017.02.08

33  四方游泳 201720472896.2 
门板铰链以及具有该

门板铰链的更衣柜 
实用新型 2017.05.02

34  四方游泳 201721171306.9 一种改进的造流池 实用新型 2017.09.13

35  四方游泳 201030673662.8 救生椅 外观设计 2010.12.13

36  四方游泳 201130484944.8 绕线车 外观设计 2011.12.17

37  四方游泳 201130488750.5 泳池出发台 外观设计 2011.12.20

38  四方游泳 201430000069.5 柔锁收放车 外观设计 2014.01.01

39  四方游泳 201630096702.4 泳馆房 外观设计 2016.03.29

2、公司正在申请的专利共2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人 申请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 

1 四方有限 201610721459.X 拆装式深度可调泳池 发明 2016.08.25

2 四方有限 201710111677.6 水中升降平台 发明 2017.02.28

（四）域名 

公司拥有的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人 网站首页网址 域名 ICP 备案号 

四方有限 www.sifangswim.com

sifangswim.com 

sifangswim.cn 

sifangmall.com 

苏 ICP 备 05022670 号-1

（五）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公司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所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

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等，目前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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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权、知

识产权、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等财产产权界定清晰，相关权属证书真实、合法、有

效。公司对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主要财产未设置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

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导致公司拥有的产权证书尚未办理完毕权利人名称变更手续，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完成权属证书的权利人变更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障

碍。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的重大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所律师核查了报告期内公司已履行的、正在履行的

标的额较大或对公司影响较大的合同。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大影响的合同

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1、合同金额150万元以上的重大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时间 合同价款（元） 合同主要内容 
履行

情况 

1.  
淮安市清江浦区教

育局 
2018 年 1 月 2,070,360.00

销售拆装式游泳池及配

套设施 

未履行

完毕 

2.  济南市体育局 2017 年 9 月 1,680,000.00 销售拼装式游泳池 
未履行

完毕 

3.  枣庄市体育局 2017 年 8 月 2,061,000.00 销售拼装式游泳池 
未履行

完毕 

4.  扬州市体育局 2017 年 8 月 1,682,885.00 销售游泳馆辅助设备 
履行完

毕 

5.  滨州市体育局 2017 年 8 月 2,760,000.00 销售拼装式游泳池 
未履行

完毕 

6.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

局 
2017 年 7 月 1,829,200.00 销售拼装式游泳池 

履行完

毕 

7.  泰安市体育局 2017 年 6 月 1,649,400.00 销售拼装式游泳池 
履行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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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潍坊市体育局 2017 年 5 月 2,749,000.00 销售拼装式游泳池 
履行完

毕 

9.  
辽宁省浑南体育训

练基地 
2017 年 1 月   1,587,500.00 销售拆装式拆装池 

履行完

毕 

10.  河北省体育局游泳

跳水运动管理中心 
2016 年 12 月 4,882,500.00

销售拆装式游泳池及其

配套设施 

履行完

毕 

11.  肇庆市体育局 2016 年 7 月 1,709,170.00
销售拆装式游泳池及其

配套设施 

履行完

毕 

12.  福建省体育局 2016 年 5 月 5,160,000.00 销售拼装式游泳池 
履行完

毕 

2、合同金额60万元以上或虽未达到标准但为公司重要供应商的重大采购合

同 

序号 供应商名称 签订时间 合同价款（元） 合同主要内容 
履行情

况 

1  
山东君鲁塑料有

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660,480.00 采购聚氯乙烯 

履行完

毕 

2  
山东君鲁塑料有

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660,480.00 采购聚氯乙烯 

履行完

毕 

3  
山东君鲁塑料有

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529,100.00 采购聚氯乙烯 

履行完

毕 

4  
苏州天地智造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310,000.00 采购淋浴房等 

履行完

毕 

5  
江阴伟丰喷洒设

备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框架协议 采购注塑件 

履行完

毕 

6  
无锡信雅化工贸

易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652,800.00 采购聚氯乙烯 

履行完

毕 

7  
济南三利邦德树

脂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676,800.00 采购聚氯乙烯 

履行完

毕 

8  
意万仕（中山）游

泳设备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704,450.00 采购纤维缸、缸头、铁泵 

履行完

毕 

9  

肇庆市华诺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已

更名为广东诺加

诺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 月 1,135,709.00 采购钢材及其钢配件 
履行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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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无锡啄木鸟环保

建材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框架协议 采购塑木地板 

履行完

毕 

11  
江阴伟丰喷洒设

备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框架协议 采购注塑件 

履行完

毕 

12  
江阴市华良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665,000.00 采购护栏 

履行完

毕 

13  
意万仕（中山）泳

池设备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832,050.00 采购缸头、投药器、水泵 

履行完

毕 

14  
江阴市赛迪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框架协议 采购 UPS 电子锁等 

履行完

毕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销售合同均为公司通过公开招标取得。根据重大

销售合同所列明的采购项目信息及项目编号，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及相关省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网站核查，相关政府采

购根据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不同的采购方式履行了相应的采购程序并进行公

告，公司作为中标、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书面的政

府采购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经本所律

师登陆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http://www.ccgp.gov.cn/cr/list）核

查，公司不存在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重大合同的签订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有效，目前未发生

重大纠纷，在合同当事人均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前提下亦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二）公司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 

1、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2月28日，合并报表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

情况如下（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2018.02.28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江阴悦动 借款及利息 1,922,628.28  1 年以内 48.19

河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

管理中心 
备用金 244,125.00 1 年以内 6.12

江苏省体育装备中心 保证金 200,000.00 1 年以内 5.01

166,000.00 1 年以内 4.16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保证金 

9,937.50 2 至 3 年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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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2018.02.28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余额合

计数的比例（%） 

邹城市财政局财政资金专户 保证金 108,530.00 2 至 3 年 2.72

合计 —— 2,651,220.78 —— 66.45 

2、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2月28日，合并报表公司其他应付款63,636.18

元，主要为员工报销款。 

（三）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由于环境保护、知识产 

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方面原因引发的侵权之债，亦不存在由于担

保、诉讼等事项引起的或有负债。 

（四）关联交易之债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

易与同业竞争”部分披露的已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或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十二、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发生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

等情形。公司及其前身四方有限自设立至今的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详见本《法律

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出售重大资产的行为。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是整体变更股份有限公司

时由发起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规定共同制定，并经2017年8月

29日召开的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登记备案。《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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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其中关于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规

定自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实施。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制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其内

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四、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作正常。

公司董事会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组织机构健全。 

（二）公司制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议事规则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会议记录、决议等

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

召开程序、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四）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决议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的授权或重大决策履行了决策程

序，该等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合法、有效。 

十五、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四方游泳现任董事五名，简历如下： 

（1）史方度，男，汉族，1954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中学历，1974年9月年至1976年7月期间，为南闸中心小学教师；1976年8月，

待业；1976年9月至1985年12月期间，为观西村卫生站医生；1986年1月至1992

年6月期间，担任观西花炮厂厂长；1992年8月至2003年4月期间，担任江阴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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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塑料厂副厂长；2003年5月至2017年8月期间，历任四方有限执行董事、董事长、

总经理；2017年9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2）史晓君，女，汉族，1988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2010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担任四方有限职员；2017年9月至今，担

任股份公司董事、行政职员。 

（3）史瑞丰，男，汉族，1991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2013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历任四方有限总经理助理、监事；2014

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担任四方游泳产业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6年5月

至今，担任江阴悦动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7年5月至今，担任崇义悦动法定

代表人、总经理；2017年5月至今，担任平湖悦动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7年6

月至2017年9月，担任涵江悦动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7年8月至今，担任四方

俱乐部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7年8月至今，担任江西悦动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9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4）周喜乐，男，汉族，出生于1978年7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1998年2月至2003年12月期间，担任北京默雨研究所销售经理；2004

年1月至2017年8月期间，担任四方有限副总经理；2012年2月至2017年8月任中体

乐创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9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5）曹暇，女，汉族，出生于1979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1999年7月至2005年6月期间，担任湖南省岳阳市棉麻蚕茧总公司会计

兼统计；2005年7月至2010年6月期间，担任江阴信邦电子有限公司管理部采购课

长；2010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间，担任江苏华伦气体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2

年5月至2016年3月期间，担任江阴妮德尔芙船艇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6年4月

至2017年8月期间，担任四方有限财务总监；2017年9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 

2、四方游泳现任监事三名，简历如下： 

（1）丁琴（股东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女，汉族，1957年9月生，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1976年9月至1979年7月期间，担任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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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闸中心小学教师；1979年8月至1987年12月期间，务农；1988年1月至1992年6

月期间，担任江阴市观西花炮厂会计；1992年8月至2003年4月期间，担任江阴市

四方塑料厂会计；2003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担任四方有限监事；2014年8月

至2016年3月期间，担任四方有限董事、会计；2016年4月至2017年8月期间，担

任四方有限会计；2017年9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 

（2）王军（职工代表监事），男，汉族，出生于1983年8月年，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6年7月至2008年3月期间，担任江阴市盛达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顾问；2008年4月至2009年6月期间待业；2009年7月至

2011年7月期间，担任江阴市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工商协管；2011年8月至2017

年8月期间，担任四方有限总经理助理；2017年9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总经理助

理、监事。 

（3）虞刚（职工代表监事），男，汉族，出生于1991年8月，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4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担任四方有限车间负

责人；2017年9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车间负责人、监事。 

3、四方游泳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四名，具体情况如下： 

（1）史方度，董事长兼总经理。 

（2）周喜乐，董事兼副总经理。 

（3）曹暇，女，董事兼财务总监。 

（4）史瑞丰，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 

2017年8月29日，四方游泳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史方度、

史晓君、史瑞丰、周喜乐、曹暇为公司董事会成员，组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选

举丁琴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王军、虞刚共同组成公司第一届监

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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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四方游泳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史方度为公司董事长，

聘任史方度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周喜乐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曹暇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史瑞丰为董事会秘书。 

同日，四方游泳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丁琴为公司第一届监事

会主席。 

本所律师认为，四方游泳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三）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及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疵， 近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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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的问题， 近24个月内不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法合规。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竞业禁止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签署的《承诺函》，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

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有关上述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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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 

2003年5月，四方有限成立时，史方度为执行董事、总经理，丁琴为监事。 

2014年7月21日，四方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史方度、丁琴、周洁为董

事组成有限公司董事会，选举史瑞丰为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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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8日，四方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史方度为执行董事，选举史

瑞丰为监事。 

2017年8月29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

大会，选举史方度、史瑞丰、史晓君、周喜乐、曹暇为董事组成第一节董事会，

第一届董事会选举史方度为董事长；选举了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股东代表监事丁

琴与职工代表监事王军、虞刚共同组成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监事丁

琴与职工代表监事3人组成，第一届监事会选举丁琴为监事会主席；第一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聘任史方度为总经理、周喜乐为副总经理、曹暇为财务总监、史

瑞丰为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从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中选聘产生，能够保持公司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报告

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变化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的影响。 

十六、公司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报告期内公司执行的税种和税率 

1、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

率具体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 17%、6%、5%、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5%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15% 、20%

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营改增，公司涉及的房租收入、安装收入由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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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

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GR201432002920号《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3年。公司2014年未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优惠，2015年、2016年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的15%计算缴纳。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于2017年10月31日到期，但复核申请未获通过，

2017年1月1日起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5%执行。 

3、公司子公司所得税税率及优惠情况： 

单位名称 所得税税率 备注 

四方俱乐部 20% 小型微利企业 

江阴悦动 20% 小型微利企业 

平湖悦动 20% 小型微利企业 

崇义悦动 20% 小型微利企业 

涵江悦动 20% 小型微利企业 

江西悦动 20% 小型微利企业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 

（二）依法纳税 

根据江苏省江阴市国家税务局于2018年3月9日出具的《税收证明》，四方游

泳自2015年1月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能按期申报缴纳税款，暂未发现偷税、漏

水、欠税情况，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收到国税机关行政

处罚的情形。 

根据无锡市江阴地方税务局于2018年3月9日出具的《无锡市江阴地方税务局

关于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证明》，四方游泳自2015年1月1日至

2018年3月9日，该管理期限内暂未因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而被本局处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偷税、漏税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而被税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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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补贴和政府补助 

1、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

报告期内获得的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1）2018年1-2月 

发文单位 文件名 项目 金额（元） 
与资产相

关/与收益

相关 
江阴市人民政

府澄江街道办

事处 

《关于表彰澄江街道 2017 年

度创新转型发展企业的决定》

澄街工委发【2018】6 号 

创新奖励 138,0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苏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江

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体育局 

《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0】

110 号）、《江苏省体育产业

发展引导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 

拆装式游泳

池开发项目 
6,511.93 

与资产相

关 

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体

育局 

《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

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系列游泳救

生装备研发

与生产项目 

1,691.57 
与资产相

关 

合计 146,203.50 —— 

（2）2017年度 

发文单位 文件名 项目 金额（元） 
与资产相

关/与收益

相关 
中共江阴市澄

江街道工作委

员会、江阴市

人民政府澄江

街道办事处 

《关于表彰奖励澄江街道2016

年度创新转型发展企业的决

定》澄街工委发【2017】7 号 

创新奖励 21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阴市科学技

术局、江阴市

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江阴市

知识产权专项（专利资助及核

准制项目）资金的通知》澄政

科【2016】55 号 

专利资助 17,0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阴市科学技

术局、江阴市

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无锡市

腾飞奖、科技进步奖、专利奖

奖励经费的通知》锡科计

【2017】50号 锡财工贸【2017】

14 号 

科技奖励 30,000.00 
与收益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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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 文件名 项目 金额（元） 
与资产相

关/与收益

相关 

江阴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拨付 2016 年度江阴市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中小

微、服务型制造）的通知》澄

经信发【2017】23 号 

中小微企业

发展资金 
43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阴市人民政

府 

《关于表彰 2017 年江阴市科

学技术进步奖的决定》澄政发

【2017】94 号 

“智能锁式

轻型更衣

柜”科技奖

励 

1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阴市科学技

术局、江阴市

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江阴市

知识产权专项（专利资助及核

准制项目）资金的通知》澄政

科【2016】83 号 

专利资助 4,5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知

识产权局 

《关于下达 2017 年度知识产

权创造与运用（专利资助）专

项资金的通知》苏财教【2017】

85 号 

专利资助 2,0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体

育局 

《关于下达 2017 年度省级体

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及补

助经费的通知》苏财教【2017】

181 号 

水中运动、康

复、护理高端

设备开发与

应用研发中

心的建设 

5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江苏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江

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体育局 

《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0】

110 号）、《江苏省体育产业

发展引导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 

拆装式游泳

池开发项目 
39,071.55 

与资产相

关 

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体

育局 

《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

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系列游泳救

生装备研发

与生产项目 

10,149.57 
与资产相

关 

合计 1,252,721.12 —— 

2、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

报告期内获得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1）2017年度 

发文单位 文件名 项目 发生额（元） 
与资产相

关/与收益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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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 文件名 项目 发生额（元） 
与资产相

关/与收益

相关 
江苏省科学技

术厅、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江苏监管

局 

《关于下达2017年度科技企业

上市培育计划入库企业的通

知》苏科高发【2017】284 号 

科技企业上

市培育奖励 
2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合计 200,000.00 —— 

（2）2016年度 

发文单位 文件名 项目 发生额（元）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江苏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江

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体育局 

《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0】

110 号）、《江苏省体育产业

发展引导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 

拆装式游泳

池开发项目 
39,071.55 与资产相关

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体

育局 

《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

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系列游泳救

生装备研发

与生产项目 

10,149.57 与资产相关

江阴市澄江街

道 

《关于表彰奖励澄江街道

2015 年度创新转型发展企业

的决定》（澄街工委发【2016】

4 号） 

创新发展 215,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阴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

会、江阴市财

政局 

《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江阴

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

目的通知》 

中小微企业

发展专项资

金 

46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体

育局 

《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 

“四方游泳”

新三板挂牌

上市推广项

目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阴市科学技

术局、江阴市

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15 年度专利资

助奖励及产业化项资金的通

知》（澄政科【2015】78 号）

发明专利资

助 
7,000.00 与收益相关

江阴市人民政

府 

《市政府关于表彰 2016 年江

阴市第四届专利奖的通知》（澄

政发【2016】60 号） 

江阴优秀专

利奖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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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 文件名 项目 发生额（元）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知

识产权局 

《关于下达 2016 年度知识产

权创造与运用（专利资助）专

项资金的通知》（苏财教【2016】

69 号） 

专利资助 4,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265,221.12 ——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环境保护 

1、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从事拆装式游泳池及配套

游泳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包括拆装式游泳池、游泳池垫层、更

衣柜、更衣凳等产品，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游泳池运营管理、游泳培训服

务，从事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公司建设项目取得的相关环评手续 

2004年2月9日，四方有限就其“塑料制品、游泳相关产品项目”向环保部门

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报（登记）表》。 

2004年2月20日，江阴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审批意见，同意四方有限“塑料制

品、游泳相关产品项目”在澄江镇新华工业园区进行建设，要求必须严格安装申

报内容进行建设和生产，生产过程必须采取废气、噪声防治措施，确保废气、厂

界噪声达标排放，冷却水循环回用不得外排，固体废弃物必须妥善出自不得外排。 

2016年10月25日，江阴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

登记卡》，同意四方有限“塑料制品、游泳相关产品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3、排污许可证 

2015年4月1日，四方有限取得江阴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澄环B000718），污染物类别为废水、废气、固废（安全处置）、噪声，有效

期自2015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2日。 

2016年5月16日，四方有限取得江阴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澄环B000799），污染物类别为废水、废气、固废（安全处置）、噪声，

有效期自2016年5月13日至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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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于2016年7月1日下发《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苏环办（2016）171号），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发放实行分行

业推进，2016年核发火电、造纸、水泥等重点行业，2017年合法钢铁、有色金属、

印染、化工、剥离、食品、电镀等“水十条”、“气十条”确定的重点行业，2018

年完成其他行业。 

公司持有的排污许可证已于2017年5月到期。江阴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7

月21日出具《关于许可证发放情况的说明》，根据《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苏环办[2016]171号），我省从2016年开始，按行业分批

分类发放排污许可证，目前四方有限排污许可证暂未列入分类发放对象。 

根据环境保护部于2017年7月28日发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2017年版）》，四方游泳所属行业为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C2442），未被

纳入固定污染源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根据环境保护部于2018年1月10日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

三条，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并公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明确纳入

排污许可管理的范围和申领时限。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

得排污许可证；未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排污单位，暂不需申

请排污许可证。 

4、2017年5月18日，江阴市澄江街道环境保护管理所出具《接管证明》，四

方有限位于东外环路267号，主要生产游泳池垫层、更衣柜、拆装式游泳池，该

区域属于澄江街道新华工业园区，园区建有污水管网，生活污水接管至滨江污水

处理厂。公司与江阴市要塞环境卫生管理所签订《环卫有偿服务协议书》，委托

江阴市要塞环境卫生管理所负责垃圾清运。 

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公司、子公司及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遵守国

家有关环保政策、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及各级政府相关规定，公司、子公司及

分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受到任何有关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环保

保护管理部门公示信息，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重大环境保护违法行为而受到

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需要履行环保手续的建

设项目已取得必须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等批复文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5 

（二）安全生产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

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

可制度。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属于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的企业。 

2018年3月6日，江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四方游泳自2015

年1月1日至今，未发生过生产安全死亡事故，也没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而受到江

阴市安监局的行政处罚。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子公司及分公司守法经营，未

发生重大安全生产死亡事故，未发生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被安

全生产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公司已建立有

效的安全施工防护和风险防控等措施，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方

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三）消防 

2006年11月2日，江阴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对四方有限车间1-2和办公楼1-2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认为该工程已基本具备安全使用条件，消防验收

合格。 

2018年3月6日，江阴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证明》，自2015年1月1日起至今，

四方游泳未因消防问题而受到过江阴市公安消防大队的任何行政处罚。 

（四）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四方有限与中国游泳协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设施建设和标准办公室、优尔

浦泳池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华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共同起草《拆装式游泳池》（GB/T 28935-2012）标准。该标准规定了

拆装式游泳池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运输贮存、安装及施工验收。 

四方有限与中国游泳协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设施建设和标准办公室、华体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共同起草《游泳池拆装式垫

层》（GB/T 28939-2012）标准。该标准规定了游泳池拆装式垫层的要求、检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运输和贮存。 

2018年3月13日，无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证明》，四方游泳在2015年1

月1日至今的经营活动中，未发现有不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受到本局行政处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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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符合国家产品、技

术方面的有关规定，从无因违反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

形，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重大产品质量纠纷。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发生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范

性法律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据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缴费记录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8年2月28

日，公司在职员工共98人，公司已与89人签署了劳动合同，与9名退休返聘人员

签订劳务合同，为75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未缴纳社会保险的23名员工中，9名

退休返聘人员无需缴纳社会保险；4名员工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3名员工

为公司聘用的顾问在其他单位缴纳社保；7名员工处于试用期，试用期满后公司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中3名试用期员工于2018年2月底正式入职，公司自2018

年3月起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名试用期员工公司于2018年6月为其补缴2月的社会

保险；1名试用期员工自行缴纳社会保险；1名试用期员工于2018年3月离职，公

司未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截至2018年2月28日，公司为75名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未缴纳公积金的人

员中，9名退休返聘人员无需缴纳住房公积金；7名员工处于试用期，试用期满后

公司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4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出具

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声明；3名顾问在其他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 

截至2018年2月28日，控股子公司江阴悦动共有员工11人，江阴悦动已与10

人签订劳动合同，与1名退休返聘员工签订劳务合同；江阴悦动为10名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根据江阴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证明》，四方

游泳已在我局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自成

立至今，该公司一直严格遵守国家和省、市及其他适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不存在漏缴或欠缴情

形，未收到我局的任何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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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阴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证明》，江阴

悦动已在我局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自成

立至今，该公司一直严格遵守国家和省、市及其他适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不存在漏缴或欠缴情

形，未收到我局的任何行政处罚。 

根据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阴分中心于2018年3月6日出具的《证明》，

四方游泳已办理了住房公积金开户登记。自2017年5月至本证明出具之日，该单

位已为其职工设立公积金账户并正常缴存。该单位在此期间不存在因违反公积金

缴存的相关规定而受到本中心追缴、罚款或其他形式的行政处罚行为。 

根据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阴分中心于2018年3月6日出具的《证明》，

江阴悦动已办理了住房公积金开户登记。自2017年6月至本证明出具之日，该单

位已为其职工设立公积金账户并正常缴存。该单位在此期间不存在因违反公积金

缴存的相关规定而受到本中心追缴、罚款或其他形式的行政处罚行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就公司住房公积金缴纳事宜作出承诺，“若公司因缴纳住

房公积金事由被有关主管部门要求补缴公积金或者相关人员主张追偿住房公积

金，本人承诺将无条件连带承担该部分补缴或被追偿而导致的损失；若公司因违

反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处罚，本

人将连带承担支付所有受到处罚的款项，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根据公司的说明、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

未因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及社会保险方面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经本所律师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

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

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信用中国网

（http://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进行检索核查，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也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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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

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二）根据公司及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正在审理的或可预见

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业务规则》、《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对公司申请股票挂牌符合《业务规则》、《管理办法》规定的事项

及其他与申请股票挂牌有关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和验证后认为，公司已符合《业

务规则》、《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格和条件，

申请股票挂牌尚需取得股转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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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四方游泳康复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

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 周  延 

 

                                                             

                     

邢中华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