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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9 号—豁免要约 

收购申请文件》及其它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华泰（长沙）律师事务所接

受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作为申请人认购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符合免于提交豁免要约

收购申请条件事宜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第一节 声明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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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次收购相关方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听取了本次收购相关方就有关事

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本次收购相关方均对

本所律师作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所有法

律文件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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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

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

该文件； 

本所律师已对本次收购相关方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核查，本所律师是以某项

事项发生之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认定该事项是否合法、有效，对与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有关机构或本次收购相关方出具的证明

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

料，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

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收购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次收购豁免要约申请报告中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收购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收购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第二节 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海航云商、收购人 指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北方石油股东） 

海越股份、上市公司 指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石油 指 天津北方石油有限公司 

海越科技、一致行动人 指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 指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现代物流 指 海航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慈航基金会 指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萍乡中天创富 指 
萍乡中天创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方石油

股东） 

天津惠宝生 指 天津惠宝生科技有限公司（北方石油股东）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海航云商、萍

乡中天创富、天津惠宝生分别持有的北方石油80.00%、

19.00%及1.00%的股权 



交易对方 指 海航云商、萍乡中天创富、天津惠宝生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海航云商认以其持有的北方石油80%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的63,414,634股股份。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海航云商、萍乡中天创富、天津惠宝生分别持有的北方石

油80.00%、19.00%及1.00%的股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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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本所 指 北京市华泰（长沙）律师事务所 

 

 

第三节 正文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海航云商的具体情况为：成立于2014年05月09日，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110113306324358Q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南法信大街 118 号天博中心 C 座 8 层

3804-50 室 

法定代表人 张陶 

注册资本 103,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306324358Q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

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帐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

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



告等文字材料）；企业管理；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调查；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演出除外）；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电子

产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文化用品、日用品、建筑材料、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煤炭（不

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金属材料、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纺织品。（“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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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4 年 05 月 09 日至 2034 年 05 月 08 日 

股东姓名/名称 
海航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轩

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滨河路乙一号航星科技园 8 号楼 8 层 

通讯方式 010-84222122 

2、海越科技的具体情况为：成立于1990年07月25日，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306812012960555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诸暨市暨阳街道福星路 88 号-108 

法定代表人 王杰 

注册资本 1,5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2012960555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生物科技、智能软件、新型环保材料的研究开发；纺织品，化工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建材（除竹木）、机电设备，钢材，有色金属（不

含贵金属），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食用农产品销售 

经营期限 1990 年 7 月 25 日至长期 

股东姓名/名称 海航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 59 号 

通讯方式 0575-87011538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海航云商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 

70.00% 

9.21% 0.48% 

100.00% 

65.00% 

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 

海航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交管控股有限公司 

盛唐发展（洋浦）有限公司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50.00% 

100.00% 

65.69% 

90.31%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海航云商的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如

下图： 

 

如上图所示，海航云商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

金会。慈航基金会是一家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经海南省民政厅核准设立的地方性

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编号为“琼基证字第 201003 号”（有效期

为 2015 年 9 月 18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住所为海口市国兴大道 7 号新海航大厦四楼西区慈航基金会办公室，法定代表人

为孙明宇，业务范围为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赈灾救助；救贫济困；慈善救助；公

益援助；组织热心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的志愿者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慈善活动。 

2、根据本所律师查证，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海航云商及其一致行动

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或其章程的相关

规定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情形，具备作为豁免要约收购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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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收购的法定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2017年5月21日，海航云商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海航云商以

其所持北方石油股权参与海越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2017年5月21日，中天创富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中天创富以其所持北方石油股权参与海越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3、2017年5月21日，惠宝生作出股东决定，股东同意惠宝生以其所持北方

石油股权参与海越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4、2017年5月22日，海越股份与海航云商、萍乡中天创富、天津惠宝生签

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5、本次收购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本次交易尚需经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批通过。 

（二）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及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批通过外，本次收购相关方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

序。 

 

三、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法律依据 

（一）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法律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

项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

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

要约的，投资者可以免于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 

本次收购前，海航云商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其一致行动人海越科技持有上

市公司86,127,638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收购前总股本的22.31%。 

本次收购，海航云商以其持有的北方石油80%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本次收购完成后，海航云商持有上市公司63,414,634股限售股，占上市公

司收购后总股本的13.63%。其一致行动人海越科技持有上市公司86,127,638股无

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收购后总股本的18.51%。海航云商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149,542,27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收购后总股本的32.13%。 

经核查，海航云商已出具书面承诺，在本次收购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017年6月22日，海越股份召开的临时2017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涉及本次收购及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的议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豁免情形，海航云商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要约收

购豁免条件，可以免于提交豁免要约申请。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海航云商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符合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

主体资格。海越股份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的议案》。海航云商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

收购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三）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