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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奋迅”）受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软件”或“发行人”）委托，作为华宇软件向联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奕科技”）股东任刚、王莉丽、石河子鼎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奕力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朱明武、瞿启云、西藏思科瑞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戴力毅、珠海横琴瀚鼎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玉萍、刘丽华、齐嘉瞻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

的联奕科技 10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该有限责

任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为本次重组出具了《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北京市

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合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

量的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本所现对本次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配套融资非

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的声明、承诺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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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之外，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重组的方案概述 

华宇软件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任刚、王莉丽、石河子鼎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奕力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朱明武、瞿启云、西藏思科瑞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戴力毅、珠海横琴瀚鼎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金玉萍、刘丽华、齐嘉瞻（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联奕科技

10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该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部股东权益），并向包括华宇软件实际控制人邵学在内的不超过 5 名其他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华宇软件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联奕科技

10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该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部股东权益）。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7]第

0080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144,700.00 万元（其中，

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 233,075,785.29 元，收益法下评估值为 144,700.00 万元，

最终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联奕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经各

方协商，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总额确定为 148,800 万元，其中以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共计 101,184 万元，占全部交易对价的 68.00%，以现金方式支付共计

47,616 万元，占全部交易对价的 32.00%。 

（二）募集配套资金 

华宇软件拟同时向包括邵学在内的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 49,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和中介机构费

用。 

二、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一）华宇软件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3 月 17 日，华宇软件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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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王莉丽、石河子鼎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奕力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朱明武、瞿启云、西藏思

科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戴力毅、珠海横琴瀚鼎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金玉萍、刘丽华、齐嘉瞻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朱明武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

邵学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7 年 4 月 6 日，华宇软件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

《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签署〈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与任刚、朱明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议案》等议案。 

2017 年 4 月 26 日，华宇软件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王莉丽、石河子鼎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奕力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朱明武、瞿启云、西藏思

科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戴力毅、珠海横琴瀚鼎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金玉萍、刘丽华、齐嘉瞻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朱

明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2017 年 5 月 15 日，华宇软件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

批准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

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王莉丽、石

河子鼎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奕力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朱明武、瞿启云、

西藏思科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戴力毅、珠海横琴瀚鼎壹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金玉萍、刘丽华、齐嘉瞻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王莉丽、

石河子鼎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奕力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朱明武、瞿启

云、西藏思科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戴力毅、珠海横琴瀚鼎壹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玉萍、刘丽华、齐嘉瞻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与任刚、朱明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

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朱明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任刚、朱明武

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

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邵学之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



 

4 

 

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3 月 15 日，广州奕力腾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将广州奕力

腾持有的联奕科技 9.5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

的 9.50%股权）转让予华宇软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文件。 

2017 年 3 月 15 日，石河子鼎诺股东会作出决定，同意将石河子鼎诺持有的

联奕科技 10.33%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的 10.33%

股权）转让予华宇软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文件。 

2017 年 3 月 15 日，西藏思科瑞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将西藏思科

瑞持有的联奕科技 3.8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

的 3.80%股权）转让予华宇软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文件。 

2017 年 3 月 15 日，横琴瀚鼎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将横琴瀚鼎持

有的联奕科技 1.9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的

1.90%股权）转让予华宇软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文件。 

（三）联奕科技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2 月 28 日，联奕科技召开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在联奕科技

的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交易对方将合计持有的联奕

科技 10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的 100%股权）

转让予华宇软件，同意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联奕科技的公司类型

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联奕科技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在联奕科

技的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交易对方将合计持有的联

奕科技 100%股份（即联奕科技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对应的 100%股权）

转让予华宇软件，且各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将联奕科技的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四）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7 月 3 日，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的 2017 年第 37 次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7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华宇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向任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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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审核批准华宇软件本次重组事宜。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三、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 

根据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包括邵学在内的符合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财务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不超过 5 名的特定对象。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邵学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本次配

套融资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下述 4 名投资者： 

1.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703034848B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 号（港汇中心二座）3005 室 

法定代表人 顾卫平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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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0 年 10 月 9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10 月 9 日至长期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53 层

09-1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邓红国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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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1999 年 3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3 月 25 日至长期 

3.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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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06BTB4T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百旺创新科技园丰智东路 11 号 20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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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6 年 06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06 月 21 日至 2036 年 06 月 20 日 

4. 邵学 

姓名 邵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荷清苑****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11217**** 

经核查，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其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参与配售的相关产品已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

点办法》的有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北京中关村并购母

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其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认购对象承诺，除邵学外，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其最

终认购方不包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机构和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

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

其他子公司。认购对象及其最终认购方与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或

其利益相关方不存在与本次发行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符合《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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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

发行的实施过程如下： 

（一）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文件 

截至 2017 年 9 月 7 日，发行人和华泰联合共向 75 名投资者发出了《北京华

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等文件；具体发送对象包括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前 20 名股东、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 27 家（其中 6 家投资者同时也在前述前 20 名股东之列），证券公司 11

家，保险机构 7 家，以及其他投资者（含有认购意向的投资者）20 名/家（不包括

上述四类中已含对象）；《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明确规定了发行对象与

条件、认购时间安排、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风险

提示等事项。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和华泰联合发送的上述《认购邀请书》等文书，

其内容和形式均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有效。 

（二）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申购报价、定价及配售对象的确定 

根据《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即 2017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00 至 12:00

期间，共有 11 家投资者参与申购，均为有效申购，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1 8,500 

15.76 13,800 

15.06 29,000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61 8,000 

3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6.30 10,000 

15.50 15,000 

14.60 29,000 

4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29 8,000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58 8,000 

14.92 9,000 

6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63 8,000 

7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7.50 8,000 

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88 16,900 

9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55 11,000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48 8,800 

11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88 8,000 

（三）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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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邀请书》中确定了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及配售数量的原则，即认购价

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及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根据上述规则以及簿记建档情况，结合本次配套募集资

金的数额需求，发行人和华泰联合最终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为 15.76 元/股，发行数量为 31,091,37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89,999,991.20

元。 

认购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76   5,076,142   79,999,997.92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76   6,979,696   110,000,008.96  

3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5.76   6,345,177  99,999,989.52  

4 邵学
注

 15.76 12,690,355 199,999,994.80 

合计 31,091,370 489,999,991.20 

注：根据 2017 年 3 月 17 日，发行人与邵学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邵学同

意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金额不低于 2 亿元，且

邵学不参与询价，按照询价结果认购股份。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价，发

行股数和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上限，且符合《关于核准北京

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任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395 号）的核准内容。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和

发行股数的确定符合《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确定原则与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验资 

华泰联合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向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邵学发出缴款通知书。

上述认购对象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 17:00 前分别将认购资金汇入华泰联合为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开立的专用账户。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

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 CAC 验字[2017]0052 号《验资报告》，确认

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金 489,999,991.20 元到位。 

截至 2017 年 9 月 18 日，华泰联合已将上述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及财务顾

问费用后的余额 479,999,991.20 元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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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出具的 CAC

验字[2017]005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9 月 18 日，发行人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 31,091,370 股，实际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489,999,991.20 元，扣各项发行费

用 10,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79,999,991.2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31,091,370.00 元，计入管理费用 2,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450,908,621.20 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760,721,416 元，累计股本为 760,721,416 元。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和华泰联合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等文

书，其内容和形式均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

有效；发行人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的确定符合《认购

邀请书》约定的确定原则与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及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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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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