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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 

法律意见 

德恒 05F20180026 号 

致：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根据与贵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担任

贵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贵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以下简称“交

易”）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本行业惯例及

要求，通过现场走访标的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分公司并收集资料、面谈询问

标的公司董监高及主要股东相关人员、主管部门询证核查、官方网站核查等方式

尽职收集了与贵公司本次交易相关的资料及信息，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律师已经收集的资料及信息，合理判断做出，本法律意

见书有赖于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资料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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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理解的基础上，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情况独立出具； 

2. 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真实、完整和有效，无任何隐瞒、疏漏；

提供文件为副本、复印件或电子版的，副本、复印件或电子版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3. 公司向本所律师充分、详细地披露了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事实、

信息，并保证所披露的事实、信息系准确的、真实的； 

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经提供给本所律师的资料、文件、事实、

信息没有发生变动、修改、修订以及其他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情况； 

5. 对于会计师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等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

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律师意见； 

6.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及关于货币的叙述，除非特别指出，否则货币单位

均为人民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

于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申报的必备法律意见书文件，

并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的在《重组报告书》中引

用本法律意见书，但该引述不应以任何可能导致对本所意见的理解出现偏差的方

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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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简称或术语分别对应右栏

中的全称或含义： 

神州易桥、上市公司、

公司 

指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明胶 指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同意，名称变更为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快马财税、标的公司 指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霍尔果斯并

购基金 

指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资产 指 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60,000 万元的出资，对

应股权比例为 60% 

合资公司 指 标的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司，包括标的公司子公司、

参股公司以及标的公司进行资产收购的公司 

合资公司原股东 指 快马财税对合资公司收购整合过程中，向快马财

税转让相关合资公司股权或资产，并承担相关合

资公司（及后续承接该合资公司业务的对应分公

司）盈利补偿义务的相关合资公司原控股股东 

业绩承诺标的 指 

标的公司与合资公司原股东签署生效的《股权转

让协议书之盈利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如

有）中约定的实现业绩承诺的公司，包括快马财

税未吸收合并的子公司、快马财税吸收合并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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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后新设的相应分公司以及资产收购后直接新设

的分公司 

《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指 

标的公司对合资公司收购整合过程中，合资公司

原股东与标的公司签署的转让合资公司的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议书》 

《广州森叁资产收购协

议》 
指 

标的公司对广州森叁收购整合过程中，广州森叁

原股东与标的公司签署的转让广州森叁的资产的

《资产收购协议书》 

《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

议》 
指 

标的公司对合资公司收购整合过程中，合资公司

原股东（含广州森叁原股东）与标的公司签署的

关于业绩承诺标的 2017、2018 和 2019 年度净利

润实现承诺的《盈利补偿协议书》 

广州森叁 指 广州森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子公司 指 
标的公司持股 50%以上且纳入合并报表的，具有

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公司 

标的公司参股公司 指 
标的公司持股不足 50%且未纳入合并报表的，具

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公司 

标的公司分公司 指 
由标的公司作为总公司，本身不具有独立法人主

体资格的公司 

中企升亿达 指 中企升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国裕资本 指 北京国裕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易桥财税科技 指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系上市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恒朗股权投资公司 指 霍尔果斯恒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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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际信托 指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控股股东 指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泰达 指 新疆泰达新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西

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的全资子

公司 

滨海浙商 指 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的股

东之一 

西藏华毓 指 西藏华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的全

资二级子公司 

神州开元 指 宁波神州开元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快马咨询 指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管家 指 企业管家（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本

次交易 

指 神州易桥拟以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所持快马

财税 60,000 万元的出资 

《重组报告书》 指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草案）》 

标的资产交割日 指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且本

次股权转让获得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或其他

证明工商变更办理完成的文件）之日 

《股权转让协议》 指 神州易桥与交易对方就标的资产转让签署的《神

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霍尔果斯

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及其任何附件或补充协议（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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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补偿协议》 指 神州易桥与交易对方就标的资产转让签署的《神

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霍尔果斯

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盈

利补偿协议》，及其任何附件或补充协议（如有）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

日 

指 为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而对标的资产进行审

计、评估所选定的基准日，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 指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日期，即 2018 年 04 月

12 日 

《审计报告》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给标的

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8】

63050019 号） 

《评估报告》 指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给标的公司出具

的《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

所涉及的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全

部股东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众华评报

【2018】第 0180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德恒为公司制作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神

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法

律意见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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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民生证券／独立财务顾

问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或本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瑞华／审计机构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众华／评估机构 指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法律意见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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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 

（一） 交易方案简介 

根据《重组报告书》、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上

市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本次交易主要内容如下： 

神州易桥拟以现金 60,000.00 万元的价格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快马财税 60，

000.00 万元的出资，在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且神州易桥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笔

交易价款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快马财税 60,000.00 万元的

出资（对应 60%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神州易桥名下。自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

足且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或其他证明工商变更办理完成的

文件）之日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本次交易前，神州易桥全资子公司易桥财税科技持有快马财税 40%股权；根

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神州易桥将直接、间接合计持有快马财税

100%的股权。 

（二） 交易对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之交易对方为持快马财税 60,000.00 万元出资

（对应股权比例为 60%）的股东，即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三） 标的资产 

根据神州易桥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为

交易对方持有的快马财税 60,000.00 万元的出资，对应的股权比例为 60%。 

（四）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2018 年 4 月 12 日，神州易桥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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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进行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快马财税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95,000.00 万元。截至评估基准日，快马财税

注册资本为 85,00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 70,000.00 万元，交易对方持有快马

财税 60,000.00 万元的出资，持股比例 70.59%；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快马

财税认缴暨实缴注册资本增至 100,000.00 万元，交易对方持有快马财税 60,000.00

万元的出资，持股比例 60%。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对价参考快马财税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以具有相关证券

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快马财税 100%股权的预估值情况，参考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快马财税

实缴注册资本增加情况，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交易标的快马财税 60%

股权的交易价格拟定为 60,000.00 万元。如根据届时正式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标的资产评估价值较预估值有差异的，则公司将与交易对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补充协议就约定的转让价格进行调整。 

2018 年 5 月 18 日，神州易桥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明确《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以及最终的交易对价。根据评估公司出具

的编号为沪众华评报（2018）第 0180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标的公司评估后 100%股权评估值为

95,000 万元。 

综上，交易各方参照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协商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为

6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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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易支付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

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 30%；标的公司 2018 年度的正式《审计报

告》出具之后 15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 30%；

标的公司 2019 年度的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上市

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 40%。 

（六） 期间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盈利的，则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自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易中出让

股权的比例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6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一） 股权转让协议 

1. 2018 年 4 月 12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 交易价格：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基础，由双

方协商，拟定为 60,000 万元。如根据届时正式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

产评估价值较预估值有差异的，则公司将与交易对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补充协议就约定的转让价格进行调整。 

（2） 支付方式：上市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作为向交易对方购买标的资

产的对价。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向交易对方

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 30%；标的公司 2018 年度的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后 15 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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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的 30%；标的公司 2019 年度

的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全

部交易价款的 40%。 

（3） 期间损益：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

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出让股权的比例向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

补足。 

（4） 交割前提条件：（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2）标的公司出具同意本

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且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3）标的公司

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并变更股东名册；（4）双方签署新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5） 交割日：自股权转让协议第 4.1 条约定的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且本

次股权转让获得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或其他证明工商变更办理完成的文件）

之日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6） 标的资产权属的转移：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

上市公司自交割日起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该等股权完整的所有权，拟购

买资产的风险和费用自交割日起由上市公司承担。 

（7） 人员安排：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人员安排事项。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现有员工仍然与所属公司保持劳动关系，不会因本次交易

发生劳动关系的变更、解除或终止。尽管有上述约定，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

业务发展、岗位设置等经营需要可适当增减人员。 

（8） 协议生效条件：（1）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

次交易的相关事项；（2）转让方履行完本次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如需要）；（3）

完成向深交所的备案。上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准）

正式生效。  

（9） 交易终止：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先决条

件中的任何一项未能得到满足，且双方未就延期及修订本次交易方案达成一致，

则本次交易自行终止。如非因一方或多方违约的原因造成前述先决条件（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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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多项或全部）未能得到满足，则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

支付之费用及成本，且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还对各方的承诺与保证、保密、违约责任、不可抗力、法

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约定。 

2. 2018 年 5 月 18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确定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 95,000 万元，最终的交易价格为 60,000

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条件与《股权转让协议》一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是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之规定，

所附的生效条件合法，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

对交易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 盈利补偿协议 

为了保障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的权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补偿义务人：交易对方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2. 盈利补偿期间：补偿义务人的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3. 补偿方式及数额：交易双方同意，盈利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根据快马

财税合资公司原股东与快马财税签订的《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快马财税任

一业绩承诺标的在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未能达到当期承诺扣非净利润，则

对应的合资公司原股东应在当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十（10）个交易日内，依

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当年合计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向快马财税进行补偿： 

当期补偿总额=（业绩承诺标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该业

绩承诺标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扣非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标的交易作价÷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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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标的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累计已现金补偿

金额 

补偿义务人承诺，若快马财税合资公司原股东出现业绩补偿义务，则补偿义

务人将先行按照上述的计算标准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 

4. 减值测试补偿：根据任一《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期间届满

且合资公司原股东已根据《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如有）

后，标的公司应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对该业绩承诺标的

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标的最后一个承诺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

十（30）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减值测试报告》

采取的估值方法与业绩承诺标的《评估报告》保持一致。资产减值额为业绩承诺

标的的评估值减去期末业绩承诺标的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期内业绩承诺标的增

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若业绩承诺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现

金金额，则就差额部分，合资公司原股东应对标的公司另外进行等额补偿。若合

资公司原股东依照《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应基于减值测试履行补偿义

务，则本协议的补偿义务人将按照上述的计算规则先行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

足。 

5. 争议解决：协议双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诉求或

争论，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能

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向被告所在地或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6. 协议生效、解除和终止：双方同意，《盈利补偿协议》自交易双方签署之

日起成立，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同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或

终止的，《盈利补偿协议》应相应地解除、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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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标的资产收购方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青海省西宁市东兴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 彭聪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6579.9353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咨询与转让；研制、开发多媒体网络信息系

统软件、多媒体网络工程设计咨询、企业中介代理并提供相关的技术、管

理和咨询服务；明胶、机制硬胶囊、机制软胶囊（保健品、化妆品）、杂骨

收购、胶原蛋白肠衣等相关行业的投资、咨询、服务；经营国家禁止和指

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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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 

证券代码 000606.SZ 

证券简称 神州易桥 

2. 主要历史沿革 

（1）1996 年，设立、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神州易桥原名青海明胶，系经青海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青体改字〔1996〕

第 40 号文批准，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1996〕

163 号文批准，青海明胶于 1996 年 9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500

万股，发行后注册资本为 5150 万元，并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2）1998 年 2 月，增资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上字〔1997〕119 号文批准，青海明胶于 1998 年 2 月 16

日向股东每 10 股配 3 股的方式配售发行了普通股 1545 万股，配股价格 4 元/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增加至 6695 万股。 

（3）2000 年 9 月，增资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0〕106 号文和上市公司部便函〔2000〕33

号文批准，青海明胶于 2000 年 9 月向股东配售发行了普通股 890.1 万股，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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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9 元/股，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增加至 7585.1 万股。 

（4）2001 年 9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1 年 9 月 7 日，青海明胶召开 200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全体

股东实施 2001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现有总股本 7585.1 万股为基

数，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总股数 7585.1 万股。本次方案实施完成后，青海

明胶总股本增加至 15170.2 万股。 

（5）2002 年 2 月，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2002 年 2 月 25 日，根据国家财政部财企〔2001〕666 号《财政部关于青海

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划转问题的批复》和财办企〔2002〕18 号《关于青海

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划转问题的函》，财政部同意将青海金牛胶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青海明胶的 5374.2 万股法人股无偿划转给青海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青海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青海明胶 5374.2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3%，成为青海

明胶的控股股东。 

（6）2003 年 12 月，股份转让 

2003 年 12 月 29 日，青海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

青海明胶 5374.2 万股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天津泰达、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泰达控股”）、北京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各方就

上述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转让完成后，天津泰达持有 37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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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持股 24.43%，成为青海明胶控股股东；北京国际信托持有 910.21 万股，

持股 6%；泰达控股持有 758.51 万股，持股 5%。 

（7）2005 年 12 月，股权分置改革 

根据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津国资产权〔2005〕99 号）及青海明胶股权分置改革

A 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青海明胶总股本 151,702,000 股

为基数，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其

持有的 20,467,200 股股份作为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获送 3.2

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8）2007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 

2007 年 3 月 7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字〔2007〕45 号文件），青海明胶向天津泰达、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宝联投资有限公司等九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 3500 万股，发行完成后，青海明胶的总股本由 15170.2 万股增加至

18670.2 万股。 

（9）2007 年 5 月，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7 年 5 月 10 日，青海明胶召开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18670.2

万股为基数，以 2007 年 5 月 23 日为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 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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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 股。完成后，青海明胶的总股本由 18670.2 万股增加至 22404.24 万股。 

（10）2008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 

2008 年 12 月 26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1449 号），青海明胶向深圳市天寅

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和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等三家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660 万股，发行完成后，青海明胶的总股本由 22404.24 万股

增加至 27064.24 万股。 

（11）2009 年 4 月，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9 年 4 月 24 日，青海明胶召开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27064.24

万股为基数，以 2009 年 5 月 15 日为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 1 股

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4 股。完成后，青海明胶的总股本由 27064.24 万股增加至 40596.36 万股。 

（12）2012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 

2012 年 11 月 12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484 号），青海明胶对青海四维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西宁城投和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6615 万股，发行完成后，青海明胶的总股本由 40596.36

万股增加至 47211.36 万股。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20 

（13）2016 年 3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向彭聪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77 号），2016 年 4 月 21 日，

青海明胶向彭聪发行 78,130,329 股、向百达永信（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45,768,340 股、向新疆泰达新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22,944,207 股购买前述三

位合计持有的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2016 年 7 月 18

日，青海明胶向连良桂发行 124,816,446 股、向智尚田发行 22,026,431 股，募集

配套资金 999,999,992.37 元。发行完成后，青海明胶的总股本由 47211.36 万股增

加至 76579.9353 万股。 

（14）2016 年 6 月，变更名称 

2016 年 6 月 15 日，经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名称由“青海明胶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神州易桥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

津泰达持股 2.8%，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泰达全资子公司，原

新疆泰达）持股 3%，西藏华毓（天津泰达全资二级子公司）持股 2.96%，连良

桂先生持股 16.78%，滨海浙商（连良桂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持股 0.25%；且

2016 年 3 月青海明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时，连良桂先生承诺配

套融资新股登记完成日（2016 年 7 月 18 日）起三年内，保持与天津泰达的一致

行动。因此，天津泰达直接及通过一致行动关系控制神州易桥 25.79%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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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州易桥控股股东。天津泰达股权比例分散，各股东直接持股或具有关联关系

的股东合并持股均无法对天津泰达形成控制。根据天津泰达提供的天津泰达主要

股东出具的《无一致行动人关系承诺函》以及天津泰达关于股东的《说明》，天

津泰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故神州易桥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所认为，神州易桥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终止

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二） 标的资产的转让方 

1. 基本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转让方为霍

尔果斯并购基金。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以及律师在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系统、天眼查、基金业协会的查询，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信用代码 91654004MA7774YJ72 

住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友谊西路 24 号亚欧国际小区 2 幢 222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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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企升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刘宗业 

认缴资本 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至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

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管理人 中企升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备案情况 已在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号 SN8484 

2. 合伙人出资情况及结构化安排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企升亿达 6,00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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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2 国裕资本 5,000.00 12.50% 

3 易桥财税科技 2,000.00 5.00% 

4 毕兰宏 4,000.00 10.00% 

5 赵鑫 3,000.00 7.50% 

6 周莉微 6,000.00 15.00% 

7 张兰 4,000.00 10.00% 

8 恒朗股权投资公司 10,000.00 25.00% 

合计 / 40,000.00 100.00% 

根据《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合伙

人分为普通合伙人、一般级有限合伙人和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中企升亿达为普通

合伙人，国裕资本、易桥财税科技、毕兰宏、赵鑫、周莉微、张兰、恒朗股权投

资公司为一般级有限合伙人，山东国际信托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但已经退出合伙

企业。因此，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不存在优先级有限合

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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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伙人穿透核查情况 

 

据交易对方提供的最终持有人的身份信息及律师的审慎核查，最终间接持有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份额的自然人刘宗业、赵鑫、毕兰宏、周莉微、张兰、林祥炎、

林诗奕、林祥加、鲁红、王丽娟、卢义萍均为持有中国身份证的中国国籍自然人，

最终间接持有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法人神州易桥、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为国内 A 股上市公司。 

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天眼查对交易对方的最终持有人中自然人的

对外投资、任职进行了查询且经交易对方确认，同时要求交易对方提供了合格投

资者核查的相关文件，未发现上述自然人与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的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述最终持有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权益的

自然人的声明和承诺，上述自然人均系最终自己持有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权益，

不存在代持，与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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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持有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权益的法人神州易桥系上市公司本身。另一家法

人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春天”）系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上市公司：根据青海春天披露的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青海春天第三大股东与神州易桥的第五大股东均为新疆泰达（现更名

为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泰达持有青海春天的股份比例为 6.8%，

持有神州易桥的股份比例为 3%；青海春天与神州易桥的第四大股东均为青海省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青海春天的股份比例为 2.36%，持有神州易桥

的股份比例为 4.72%；青海春天的监事会主席华彧民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

除此之外，未发现青海春天与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 历史沿革 

（1）2016 年 10 月 27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成立 

2016 年 10 月 27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由中企业升亿达、国裕资本、易桥

财税科技、毕兰宏、赵鑫共同成立，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20,000.00 万元，其中

中企业升亿达为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裕资本、易桥财税科技、毕兰

宏和赵鑫为有限合伙人，上述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签署了《霍尔果斯神州易

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成立时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为：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缴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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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企升亿达 6000.00 30.00% 2017.12.31 

2 国裕资本 5000.00 25.00% 2017.12.31 

3 毕兰宏 4000.00 20.00% 2017.12.31 

4 赵鑫 3000.00 15.00% 2017.12.31 

5 易桥财税科技 2000.00 10.00% 2017.12.31 

合计 / 20000.00 100.00% / 

（2）2016 年 11 月，合伙人变更暨第一次增加认缴资本 

2016年 11月 23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合伙人会议，

审议《关于新增合伙人的议案》、《关于对本合伙企业合伙人进行结构化安排的议

案》、《关于根据相关变更签署修订后的<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的议案>》。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增加周

莉微、张兰、恒朗股权投资公司为新入伙有限合伙人，其中恒朗股权投资公司为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其他有限合伙人为一般级有限合伙人；新增合伙企业注册资

本 20,000.00 万元，认缴总额变更为 40,000.00 万元。其中，周莉微认缴出资额

6,000.00 万元，张兰认缴 4,000.00 万元，恒朗股权投资公司认缴 10,000.00 万元。

同日，普通合伙人中企升亿达与有限合伙人国裕资本、毕兰宏、赵鑫、易桥财税

科技、周莉微、张兰、恒朗股权投资公司共同签署了《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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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新签署的合伙协议对有限合伙人进行了

结构化分级，其中国裕资本、毕兰宏、赵鑫、易桥财税科技、周莉微、张兰为一

般级有限合伙人，恒朗股权投资公司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本次增资完成后，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企升亿达 6,000.00 15.00% 

2 国裕资本 5,000.00 12.50% 

3 易桥财税科技 2,000.00 5.00% 

4 毕兰宏 4,000.00 10.00% 

5 赵鑫 3,000.00 7.50% 

6 周莉微 6,000.00 15.00% 

7 张兰 4,000.00 10.00% 

8 恒朗股权投资公司 10,00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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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计 / 40,000.00 100.00% 

（3）2017 年 2 月，合伙人变更暨第二次增资 

2017 年 2 月 24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合伙人会议，

审议《关于引入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议案》和

《关于将所持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质押给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增加山

东国际信托为新入伙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新增合伙企业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山东国际信托认缴出资额 30,000.00 万元，霍尔果斯并购基金认缴总额变更为

70,000.00 万元。同日，山东国际信托与原全体合伙人共同签署了《霍尔果斯神

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根据该新签署的合伙协议，

恒朗股权投资公司转为一般级有限合伙人，国裕资本、毕兰宏、赵鑫、易桥财税

科技、周莉微、张兰仍为一般级有限合伙人，山东国际信托为新增优先级有限合

伙人。 

本次增资完成后，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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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企升亿达 6,000.00 8.57% 

2 国裕资本 5,000.00 7.14% 

3 易桥财税科技 2,000.00 2.86% 

4 毕兰宏 4,000.00 5.71% 

5 赵鑫 3,000.00 4.29% 

6 周莉微 6,000.00 8.57% 

7 张兰 4,000.00 5.71% 

8 恒朗股权投资公司 10,000.00 14.29% 

9 山东国际信托 30,000.00 42.86% 

合计 / 70,000.00 100.00% 

（4）2017 年 12 月，合伙人变更暨第一次减少认缴资本 

2017 年 12 月 25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召开合伙人会议，全体合伙人一致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30 

同意山东国际信托退出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减少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认缴

总额变更为 40,000.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将 30,000.00 万元出资退还给山

东国际信托。 

本次变更完成后，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企升亿达 6,000.00 15.00% 

2 国裕资本 5,000.00 12.50% 

3 易桥财税科技 2,000.00 5.00% 

4 毕兰宏 4,000.00 10.00% 

5 赵鑫 3,000.00 7.50% 

6 周莉微 6,000.00 15.00% 

7 张兰 4,0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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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恒朗股权投资公司 10,000.00 25.00% 

合计 / 40,000.00 100.00% 

5. 实际控制人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为有限合伙企业，中企升亿达作为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各合伙人 2017 年 2 月签署的现

行有效的《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关于中

企升亿达的职责约定如下： 

“（1）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 

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所规定的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对本合伙企业事务所拥有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包括但不限于：执行本合伙企

业的投资及其他业务；聘用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为本合伙企业提供服务；

为本合伙企业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应诉，进行仲裁；与争议对方进行调解、和

解等妥协，以解决本合伙企业与第三方的争议；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保障本合

伙企业的财产安全，减少因本合伙企业的业务活动而对本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其

财产可能带来的风险；根据国家税务管理规定处理本合伙企业的涉税事项；采取

为维护或争取本合伙企业合法权益所必需的其他行动。 

在此基础上，全体合伙人在此特别同意执行事务合伙人依照本协议并在不违

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还可对下列事项拥有单方决定权：决定变更本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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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名称；决定变更本合伙企业的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自基金成立

之日起一年内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接纳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或接受现有有限合

伙人增加认缴出资；同意有限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或退伙，但山东信托有权按照

本协议及与其他合伙人另行签署的协议向其他合伙人或第三人转让财产份额；决

定聘用第三方专业人员担任本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本合伙企业之正常经

营活动范围内决定转让或者处分本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但本款

的权利仅限于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实现本合伙企业的目的而合理转让和处分本合

伙企业的权利；根据第 10.1 条约定决定本合伙企业的期限提前终止；根据 1.7

条的约定决定延长经营期限。 

（2）投委会组成 

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投资业务的操作质量，由执行事务合

伙人任命 5 名投资专业人士组成本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其中，普通合伙人

委派 2 名，易桥财税科技委派 1 名，霍尔果斯恒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委派 1 名，

其他一般级有限合伙人共同委派 1 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对本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

进行专业的决策，并向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如果出现委员变动，由执行事务合

伙人另行任命其他的投资专业人士填补空缺的委员职位。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本合伙企业项目投资以及临时投资的最终决策，除本协

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的任何投资决策需要投资决策委员会五分之三以上

（含本数）委员同意。在投票决定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对关联企业的投资和

股权进行处置的方案时应遵循关联方回避的原则，即与该等投资和股权处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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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不参加投票，关联方交易须经无关联的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过半数同意方可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组成和详细的议事规则由执行事务

合伙人决定并报本合伙企业备案。在投资过程中，管理团队在投资项目的开发、

审慎调查、投资条款谈判、投资项目管理等环节，及时向投资决策委员会通报。” 

根据历次的以及现行有效的《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中企升

亿达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事务具有排他且独占的执行权，在投资决策

委员会中具有 2 名成员，且有权任命其他有限合伙人委派的成员，因此律师认为

中企升亿达对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具有控制权，升亿达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刘宗业系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企升亿达的营业执照以及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天眼查的核

查，中企升亿达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企升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119J5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1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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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5-11-05 

住所 拉萨市金珠西路158号阳光新城A区3栋2单元2-1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

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

权）；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经营以

上业务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

产品、理财产品 和相关衍生业务）。 

股权结构 刘宗业持股80%；赵鑫持股20%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已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登记编码为P1032242 

根据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营业执照、《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工商档案及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的

声明，本所律师认为，霍尔果斯并购基金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

业，依法在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法律、法

规及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合伙协议的规定，霍尔果斯并购基金不存在需要终止的

情形，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持有的快马财税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等权

利限制的情形，具备履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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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参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双方系具有完全民事权

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的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法人或合伙企业，交易对方持

有的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故本次交易的双方均具有

参与本次重组的主体资格。 

四、 本次交易的授权与批准 

（一） 已经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2018 年 4 月 10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

交易的相关事项。 

2018 年 4 月 12 日，快马财税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

关事项。 

2018 年 4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收购预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8 年 5 月 18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与本次及交易相关的《重组报告书》以及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二） 尚需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以及《重组报告书》、《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与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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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2. 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五、 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一）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份结构的变动，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此外，本

次交易的资产总额与交易价格相比孰高值中占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

总额的比例未达到 100%，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借壳上市。 

（二）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 4 月 20 日，上市公司子公司易桥财税科技以 2.7 亿元受让宁波神州

开元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60%的股权。2017 年 5 月，上述股权转让交割完成。  

2017 年 6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公司子公司企业管家（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 3 亿元对快马咨询进行

增资，增资后企业管家（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快马咨询 75%股权。2017

年 7 月，上述增资完成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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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快马财税 60%股权。鉴于上市公司子公司易桥财

税科技于 2017 年 4 月收购了神州开元 60%股权，子公司企业管家 2017 年 7 月以

3 亿元对快马咨询进行增资，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第十四条，本次交易属于

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应当以累计数计算相

应指标。 

下表系 12 个月内连续购买的子公司及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

收入及占比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快马财税 3,211,959,716.71 921,380,657.83 384,189,539.39 

神州开元 270,000,000.00 270,000,000.00 14,171,527.71 

快马咨询 410,370,304.28 300,000,000.00 70,314.90 

购买资产合计 3,892,330,020.99 1,491,380,657.83 398,431,382.00 

神州易桥 3,129,740,346.81 2,847,897,240.18 411,857,725.46 

购买资产合计占比 124.37% 52.37% 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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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神州易桥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审计数据，营业收入为 2016

年的审计数据；快马财税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数据，营业

收入为 2017 年的审计数据；神州开元的资产净额、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按孰高原则取值，

上表中计算依据为神州开元成交价格 27,000.00 万元，营业收入为 2016 年的审计数据；快马

咨询的资产总额为 2017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数据，资产净额按净资产与增资金额孰高取值，

上表中计算依据为企业管家对快马咨询增资金额 30,000 万元，营业收入为 2017 年 1-3 月的

经审计数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相关规定，公司 12 个月内连

续购买资产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占公司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第十四条之规定，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三）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 

1. 快马财税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服务；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孵化；科技鉴证；知识产权代理；广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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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力资源外包；工商事务代理及咨询；税务事务代理及咨询；财务培训及咨

询；经济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法律咨询与服务；信息咨询；代理记账

（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营业务为代理

记账、工商代理咨询、税务筹划等。 

本次交易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不存在高耗能、高污染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有关

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

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2.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之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的实施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和股份分布不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

之规定。 

3.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以具有从事证券相关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协商定价的基础，据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

程序完备，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为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持有快

马财税的股权，可以自由转让，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未设置担保权益，

也不存在被有权机关予以冻结等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

上市公司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符合《重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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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 

5.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神州易桥将持有快马财税 100%

的股权，不存在资产置换的情形，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要财产为现金或者

具体经营业务变更的情况，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 

6.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继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 

7.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实施前，上市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

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所有

制度将继续有效，上市公司仍然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据此，本次交易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六、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 

（一） 基本信息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标的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出资凭证及律师在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天眼查的查询，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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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654004MA777F97X3 

住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友谊西路 24 号亚欧国际小区 2 幢 2221 室-112 

法定代表人 刘宗业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06 日 

营业期限 至 2020 年 12 月 06 日 

经营范围 

计算机服务；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孵化；科技鉴证；知识产权代理；广告设计；人力资源外包；

工商事务代理及咨询；税务事务代理及咨询；财务培训及咨询；经济贸易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法律咨询与服务；信息咨询；代理记账（依法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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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快马财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60000.00 60000.00 60.00% 

易桥快马财税 40000.00 40000.00 4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0.00 100.00% 

（三） 历史沿革 

1. 2016 年 12 月，快马财税设立 

2016 年 12 月 2 日，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通知书》（（伊霍口工商）名称预核内字[2016]第 010616 号），同意预先核准企业

名称“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6 日，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准予设立/开业登记

通知书》。 

快马财税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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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 2 月，快马财税股权质押 

2017 年 2 月 23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将其持有的快马财税 40,000 万元出资

质押给山东国际信托。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此出具了（伊霍口工商）股

质登记设字[2017]第 0132 号《股权出资设立登记通知书》。 

3. 2017 年 3 月，快马财税增资至 60,000 万元 

2017 年 3 月 27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作出股东决定，决定快马财税注册资

本增加至60,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20,000万元全部由霍尔果斯并购基金认缴。 

2017 年 3 月 27 日，快马财税在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变

更的工商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快马财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货币 60,000.00 26,500.00 100.00%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货币 40,000.00 0.00 100.00% 

合计 / 40,000.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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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60,000.00 26,500.00 100.00% 

4. 2017 年 3 月，快马财税初始注册资本和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缴足 

截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实际缴纳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时间 金额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2017.1.16. 500.00 

2017.2.23. 5,000.00 

2017.3.6. 12,000.00 

2017.3.17. 9,000.00 

2017.3.28. 20,000.00 

2017.3.30. 6,000.00 

2017.3.30. 7,500.00 

小计 60,000.00 

本次注册资本缴足后，快马财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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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货币 60,000.00 60,000.00 100.00% 

合计 / 60,000.00 60,000.00 100.00% 

5. 2017 年 6 月，快马财税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85,000 万元 

2017 年 6 月 14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作出股东决定，决定快马财税注册资

本增加至 85,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全部由易桥财税科技认缴。 

易桥财税科技、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快马财税三方签署《关于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同意易桥财税科技以人民币 2.5 亿元认缴快

马财税全部新增注册资本 2.5 亿元。 

2017 年 6 月 22 日，快马财税在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变

更的工商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快马财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货币 60,000.00 60,000.00 70.59% 

易桥财税科技 货币 25,000.00 0.00 29.41% 

合计 / 85,000.00 6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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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 年 1 月，快马财税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缴足 

截至 2018 年 1 月 11 日，易桥财税科技已缴纳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具体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时间 金额 

易桥财税科技 

2017. 8.30 10,000.00 

2018.1.11 15,000.00 

小计 25,000.00 

本次注册资本缴足后，快马财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货币 60,000.00 60,000.00 70.59% 

易桥财税科技 货币 25,000.00 25,000.00 29.41% 

合计 / 85,000.00 85,000.00 100.00% 

7. 2018 年 1 月，快马财税股权质押解除 

2018 年 1 月 31 日，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将其质押给山东国际信托的 40,000

万元出资解除质押。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此出具了（伊霍市工商）股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47 

登记注字[2018]第 0085 号《股权出资注销登记通知书》。 

8. 2018 年 2 月，快马财税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100,000 万元 

2018 年 1 月 18 日，快马财税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快马财税注册资本增加

至 10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全部由易桥财税科技认缴。同日，易

桥财税科技、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快马财税三方签署《关于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同意易桥财税科技以人民币 1.5 亿元认缴快马财

税全部新增注册资本 1.5 亿元。 

2018 年 2 月 2 日，快马财税在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变

更的工商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快马财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货币 60,000.00 60,000.00 60.00% 

易桥财税科技 货币 40,000.00 25,000.00 40.00% 

合计 / 100,000.00 85,000.00 100.00% 

9. 2018 年 2 月，快马财税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缴足 

截至 2018 年 2 月 6 日，易桥财税科技实际缴纳新增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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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名称 时间 金额 

易桥财税科技 

2018.2.6 15,000.00 

小计 15,000.00 

本次注册资本缴足后，快马财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霍尔果斯并购基金 货币 60,000.00 60,000.00 60.00% 

易桥财税科技 货币 40,000.00 40,000.00 40.00% 

合计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 

（四） 经营资质 

1. 快马财税经营资质 

财政部2016年颁布实施的《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0号）第三条

规定，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审批机关）批准，领取由财政部统一规定样式的代理记账

许可证书。具体审批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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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快马财税具有从事代理记账、工商

财税代理的基本经营资质，包括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理

记账许可证，主要经营资质的基本信息如下： 

证照名称 证照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时间 

营业执照 91654004MA777F97X3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

局霍尔果斯口岸工商分局 

20180202 

开户许可证 8810-00833023 中国人民银行霍尔果斯口岸支行 20161214 

机构信用代码

证 

G1065402300072550W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170112 

代理记账许可

证 

DLJZ654004201700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霍尔果斯市财政局 

20170727 

标的公司的分公司从事代理记账，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所

记载的范围具有代理记账，并且分公司在所属财政部门代理记账管理系统进行了

备案，符合《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代理记账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

分支机构应当及时向其所在地的审批机关办理备案登记”。 

2. 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资质 

据律师对标的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的核查，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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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根据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财会函[2017]361 号《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深圳

市办理代理记账许可证事宜的复函》，深圳市取消代理记账行政许可审批，而直

接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办理工商登记，深圳市代理记账机构依据营业执

照的范围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据律师核查，深圳市范围内的标的公司的子公司、

分公司的营业执照上均具有从事代理记账的经营范围。 

惠州市易桥好帮手财税顾问有限公司、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代理记

账许可正在办理中。原因在于惠州市易桥好帮手财税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而 2017

年国家新出台《会计法》，取消了从事会计工作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相

关规定，因此惠州市财政局、山西省财政局 2017 年暂时停止办理代理记账许可，

2018 年才予以恢复办理。 

除深圳市区域的代理记账公司以及惠州市易桥好帮手财税顾问有限公司外，

标的公司其他地区从事代理记账的继续存续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均根

据所属财政部门的管理制度取得了代理记账的许可证或已经通过许可审核正在

制证阶段（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见附件 1），分公司根据所属的当地财

政管理部门的规定进行了代理记账的相应的备案或者许可，符合《代理记账管理

办法》的规定。 

（五） 对外投资（含控股、全资子公司） 

根据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天眼查、企查查等公开信息系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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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合资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吸收合并公告、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交易对方确认，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快马财税对外投资了 115 家合资公司，其中通过收购

股权方式整合的子公司 105 家（全资子公司 103 家，控股子公司 2 家）、参股公

司 9 家，通过收购资产方式整合的 1 家（广州森叁）并将广州森叁的资产装入新

设立的相应的 5 家分公司。快马财税 105 家子公司中，73 家合资公司已公告由

标的公司吸收合并，1 家合资公司（无锡易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在进行吸收

合并但尚未公告，31 家合资公司仍以子公司的形式继续存续。 

标的公司吸收合并的 74 家子公司正在进行注销或已经注销，截至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参与吸收合并已经注销的子公司共计 9 家，正在履行注销程序的子

公司共计 65 家。 

根据律师现场查看并调取快马财税对外投资的合资公司的营业执照、业务合

同，快马财税对外投资的合资公司主要从事代理记账、工商财税代理等。 

1． 65 家正在注销的子公司以及对应的分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1 北京易桥凌科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

分公司 

2 北京易桥华信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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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3 北京易桥晨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易桥华

腾分公司 

4 顺利办通会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密云分

公司 

5 北京荟和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易桥荟

和萃财务科技分公司 

6 北京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昌平分

公司 

7 
北京鑫顺易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鑫顺易

达分公司 

8 北京易桥广和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广和分

公司 

9 北京易桥账管家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神州快马分

公司 

10 北京瑞和吉是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分

公司 

11 北京易桥世纪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合义世

纪分公司 

12 北京易桥恒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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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13 易桥天运（北京）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快马分

公司 

14 北京昌企易呈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北区分

公司 

15 北京企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企顺分

公司 

16 北京易桥晟博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鑫雅世

纪分公司 

17 黄山易桥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 

18 
马鞍山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马鞍山第二

分公司 

19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三明易桥翰

铭分公司 

20 泉州易桥惠信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21 易桥汇山财税服务（平潭）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州晋安分

公司 

22 泉州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泉州市刺桐

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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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建晋江第

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第八分

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第一分

公司 

23 深圳易桥双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双利分

公司 

24 易桥胜谷（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胜谷分

公司 

25 
易桥亿财源（深圳）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亿财源

分公司 

26 深圳市易桥万兴财税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万兴分

公司 

27 深圳易桥振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振博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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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28 深圳市易桥智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智慧源

分公司 

29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明峰分

公司 

30 深圳市易桥鼎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潮鼎盛

分公司 

31 深圳市易桥佰信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佰信分

公司 

32 深圳易桥智航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智航分

公司 

33 深圳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国瑞分

公司 

34 江门市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35 石家庄良助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槐中

路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平安

大街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建设

大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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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富强

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山

路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

大街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青园

街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

区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怀特

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邢台桥东分

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 

36 郑州易桥营天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郑州第一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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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37 郑州新易桥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35 
武汉智通青蒙易桥会计咨询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39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武汉第三分

公司 

40 
武汉神州易桥安然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第二分

公司 

41 
神州易桥顺利办（武汉）企业事务代

理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华中武汉分

公司 

42 湖北神州顺利办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枣阳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松滋分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58 

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43 南通易信财税代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44 苏州市神州易桥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45 无锡易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无锡易鑫惠

山分公司 

46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盘锦分公司 

47 烟台易金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神州顺

利办分公司 

48 青岛易桥乐帐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保税区

分公司 

49 青岛易桥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山东路

分公司 

50 青岛易睿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易嘉代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59 

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理记账分公司 

51 青岛易办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市北分

公司 

52 青岛易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黄岛分

公司 

53 青岛税税通达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德辉代

理记账分公司 

54 青岛宝懿盈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懿高代

理记账分公司 

55 潍坊易桥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 

56 上海蓬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

公司 

57 易火企业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第三分

公司 

58 易鸿达（成都）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都易鸿达

分公司 

59 易德升（成都）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都易德升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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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60 易嘉联（成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白江分公

司 

61 天津易桥汇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62 
天津市易桥鼎瑞丰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天津第二分

公司 

63 杭州易乔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第一分

公司 

64 杭州易桥易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 

65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2． 9 家已经注销的子公司及其对应存续的分公司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快马财税原收购整合的 74 家吸收合并的公司中

有 9 家全资子公司已完成了注销手续，注销后以新设的分公司对外开展经营，其

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序号 注销时间 注销的原全资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1 2017.12.29 
杭州易桥乾福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银湖分公司 

2 2017.10.26 青岛易桥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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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注销时间 注销的原全资子公司名称 对应存续经营的分公司名称 

司青岛分公司 

3 2018.01.17 
杭州易桥中微财务管理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转塘分公司 

4 2017.9.30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 

5 2018.1.12 烟台易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 

6 2017.10.26 马鞍山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马鞍山第一分公司 

7 2017.10.27 上海易导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8 2018.02.27 青岛易桥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青岛市南分公司 

9 2018.03.28 
青岛易桥晟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青岛晟达分公司 

3． 31 家仍以子公司存续经营的公司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成立时间 

1 北京易桥绿眼猫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45.9 100% 北京 2017.1.17 

2 
北京易桥旺达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112 100% 北京 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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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成立时间 

3 北京神州顺利办文化有限公司 69.9 100% 北京 2016.12.29 

4 北京易桥金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60 100% 北京 2016.8.15 

5 无锡易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2.6 100% 江苏 2016.8.30 

6 无锡易琥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0 100% 江苏 2016.8.26 

7 无锡易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 100% 江苏 2016.6.24 

8 无锡易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 100% 江苏 2016.6.22 

9 无锡易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40 100% 江苏 2016.6.22 

10 无锡易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40 100% 江苏 2016.6.21 

11 常州易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 100% 江苏 2016.9.6 

12 常州易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 100% 江苏 2016.8.12 

13 常州易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10 100% 江苏 2016.7.18 

14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 70.60% 江苏 2016.7.18 

15 南通易桥双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 100% 江苏 2016.6.24 

16 深圳易桥立万财税顾问有限公司 211.8 100% 广东 2016.11.28 

17 江门易桥顺利办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129.6 100% 广东 2016.12.26 

18 
惠州市易桥好帮手财税顾问有限公

司 
69.9 100% 广东 2016.12.21 

19 惠州市金税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10 100% 广东 2016.12.7 

20 杭州易会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85.5 100% 浙江 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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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成立时间 

21 金华市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25 100% 浙江 2016.9.14 

22 
烟台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59.7 100% 山东 2016.12.9 

23 
淄博易桥鲁信财税服务咨询有限公

司 
431.7 100% 山东 2017.1.22 

24 威海易办企业代理有限公司 96 100% 山东 2016.11.10 

25 上海神州易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93.3 100% 上海 2016.9.26 

26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 100% 贵州 2016.12.23 

27 内蒙古创宇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91.2 100% 内蒙古 2017.1.11 

28 漳州芗城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90 100% 福建 2016.12.28 

29 长沙神州易桥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24 100% 湖南 2016.12.28 

30 宜昌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50 100% 湖北 2016.11.22 

31 
霍尔果斯鸿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625 50.80% 新疆 2016.11.15 

4． 9 家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成立时间 

1 3 昆明超策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50 49% 云南 20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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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成立时间 

3 

2 3

4 
昆明易数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50 49% 云南 2017.1.5 

3 3

5 
昆明易发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 49% 云南 2017.1.4 

4 3

6 
南京易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 49% 江苏 2016.12.30 

5 3

7 
贵州易桥顺利办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99.6 49% 贵州 2016.12.27 

6 3

8 
湘潭易桥爱邦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70.2 49% 湖南 2016.12.26 

7 3

9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2 49% 山西 2016.12.26 

8 4

0 
武汉江城易桥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93.6 49% 湖北 2016.12.5 

9 4

1 

霍尔果斯易桥普道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300 30% 新疆 2017.5.9 

5． 标的公司下属分公司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存续的分公司共计有 110 家（含标的公

司正在注销尚未注销完成的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江干分公

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御富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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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时间 

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神州快马分公司 北京 2017.11.7 

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昌平分公司 北京 2017.10.11 

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快马分公司 北京 2017.8.24 

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企顺分公司 北京 2017.8.18 

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鑫雅世纪分公司 北京 2017.6.20 

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鑫顺易达分公司 北京 2017.6.20 

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广和分公司 北京 2017.6.19 

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合义世纪分公司 北京 2017.6.13 

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易桥荟和萃财务科

技分公司 
北京 2017.6.13 

1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易桥华腾分公司 北京 2017.6.12 

1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北区分公司 北京 2017.6.7 

1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 2017.5.23 

1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分公司 北京 2017.5.18 

1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公司 北京 20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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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时间 

1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 2017.5.12 

1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密云分公司 北京 2017.5.8 

1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马鞍山第二分公司 安徽 2017.6.20 

1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马鞍山第一分公司 安徽 2017.11.9 

1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 安徽 2017.5.9 

2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福建 2017.9.15 

2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第一分公司 福建 2017.9.11 

2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州晋安分公司 福建 2017.9.8 

2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第八分公司 福建 2017.9.7 

2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福建 2017.9.6 

2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建晋江第一分公司 福建 2017.8.29 

2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泉州市刺桐路分公司 福建 2017.8.24 

2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福建 2017.9.13 

2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三明易桥翰铭分公司 福建 2017.11.7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67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时间 

2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广东 2017.9.5 

3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国瑞分公司 广东 2017.12.15 

3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粤中分公司 广东 2017.7.10 

3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御富分公司 广东 2017.7.6 

3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沙分公司 广东 2017.7.4 

3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 广东 2017.9.29 

3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汇顺分公司 广东 2017.10.19 

3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宝岗分公司 广东 2017.6.22 

3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潮鼎盛分公司 广东 2017.5.18 

3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智慧源分公司 广东 2017.5.17 

3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亿财源分公司 广东 2017.5.8 

4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双利分公司 广东 2018.1.29 

4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振博分公司 广东 2017.5.22 

4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佰信分公司 广东 2018.1.4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68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时间 

4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智航分公司 广东 2017.4.20 

4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胜谷分公司 广东 2017.4.20 

4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万兴分公司 广东 2017.4.17 

4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明峰分公司 广东 2017.7.17 

4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贵州 2017.7.5 

4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 河北 2017.7.24 

4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邢台桥东分公司 河北 2017.7.19 

5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高新区分公司 河北 2017.7.18 

5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怀特分公司 河北 2017.7.18 

5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青园街分公司 河北 2017.7.17 

5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大街分公司 河北 2017.7.17 

5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山路分公司 河北 2017.7.14 

5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河北 2017.7.12 

5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富强分公司 河北 201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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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平安大街分公司 河北 2017.7.7 

5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建设大街分公司 河北 2017.7.7 

5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槐中路分公司 河北 2017.7.6 

6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郑州第一分公司 河南 2017.9.11 

6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 2017.9.7 

6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华中武汉分公司 湖北 2017.7.31 

6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湖北 2017.7.25 

6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武汉第三分公司 湖北 2017.7.19 

6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枣阳分公司 湖北 2017.7.13 

6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第二分公司 湖北 2017.7.12 

6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 湖北 2017.7.12 

6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 湖北 2017.7.11 

6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湖北 2017.7.11 

7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松滋分公司 湖北 201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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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 湖北 2017.8.23 

7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湖北 2017.7.6 

7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湖北 2017.7.3 

7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 2017.9.5 

7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 2017.7.5 

7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京第二分公司 江苏 2017.7.18 

7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江苏 2017.7.17 

7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 2017.7.5 

7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 2017.6.12 

8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无锡易鑫惠山分公司 江苏 2017.12.14 

8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盘锦分公司 辽宁 2017.6.15 

8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 山东 2017.11.2 

8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德辉代理记账分公

司 
山东 2017.7.19 

8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懿高代理记账分公

山东 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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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8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神州顺利办分公司 山东 2017.6.13 

8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保税区分公司 山东 2018.3.15 

8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易嘉代理记账分公

司 
山东 2017.6.20 

8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山东路分公司 山东 2017.5.16 

8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山东 2017.5.10 

9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市北分公司 山东 2017.5.5 

9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晟达分公司 山东 2017.9.27 

9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黄岛分公司 山东 2017.4.26 

9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市南分公司 山东 2017.4.19 

9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 2017.4.7 

9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山西 2018.1.4 

9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 上海 2017.5.22 

9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第三分公司 上海 201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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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 2017.5.5 

9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青白江分公司 四川 2017.6.8 

10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都易鸿达分公司 四川 2017.4.17 

101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都易德升分公司 四川 2017.4.14 

102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 2017.5.19 

103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天津第二分公司 天津 2017.8.24 

104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第一分公司 浙江 2018.1.23 

105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江干分公司 浙江 2017.6.12 

106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转塘分公司 浙江 2017.5.19 

107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浙江 2017.5.12 

108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银湖分公司 浙江 2017.5.9 

109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分公司 浙江 2017.4.20 

110  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浙江 2017.12.11 

（六） 其他重要资产 

1. 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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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快马财税及未取得任何土地使用权，未取

得任何房屋所有权，注册地址系租赁取得。 

快马财税注册地址为：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友谊西路 24 号亚欧国际小区

2 幢 2202 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李卫，面积 153.61 平米，该住所系租赁取得。 

（2）根据律师现场走访标的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分公司及查看房屋租

赁合同，快马财税下属子公司、分公司的房屋均系租赁取得，没有自有房产。 

2. 无形资产 

根据律师查询以及交易对方确认，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子

公司、参股公司及分公司未取得任何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域名等无形资产。 

综上，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快马财税的主要财产为其合法所有，权属清晰，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七） 人员情况 

1. 标的公司人员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实际用工人员 5 人，签署劳动合同 5 人，

5 人均缴纳社保，4 人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基数为上一年度当地最低平均工资

标准；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实际用工人员 5 人，5 人均缴纳社保，

4 人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基数为上一年度当地最低平均工资标准。 

2. 标的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用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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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实际用工人

员 2437 人，签署劳动合同的人员共计 2414 人，共计 2198 人缴纳社保，共计 904

人缴纳公积金，缴纳基数为上一年度当地最低平均工资标准。未签署劳动合同的

原因系因部分用工为退休返聘人员，部分为实习期人员。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实际用工人员

2511 人，签署劳动合同的人员共计 2470 人，共计 2237 人缴纳社保，共计 979

人缴纳公积金，为员工按照上一年度当地最低平均工资标准为基数进行缴纳。未

签署劳动合同的原因系因部分用工为退休返聘人员，部分为实习期人员。 

3. 劳务派遣情况 

标的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不存在劳务派遣情形。 

律师经过核查后认为，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未为全部员工且未

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存在不符合中国法律关于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缴纳相关规定之情形，但标的公司 64.9%以上的下属子公司、分公司

所属的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已出具证明确认标的公司相关子公司、分公司在存续期

内未因违反社会保险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未缴纳公积金的员工系因员工个

人原因不愿意缴纳住房公积金出具了个人自愿放弃缴纳个人公积金的说明且 54

家公司所属的公积金管理部门已出具证明确认标的公司相关子公司、分公司在存

续期内未因违反公积金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关于上述问题，标的公司的子

公司和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交易对方承诺将无条件全额连带承担标的公司及其

子公司、分公司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罚款、损失和所有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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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1． 标的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1）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据标的公司声明并经律师查看标的公司企业信用报告以及查询全国裁判文

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系统、百度、搜狗等，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任何未决或威胁的诉讼、仲裁和政府部门因质疑公司违法而

进行的调查，不存在侵犯或可能侵犯第三方专利、商标、服务标记、版权或其他

需得到相关许可的主张或索赔。 

（2）行政处罚情况 

标的公司已取得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2018 年 03 月 06 日出具的

《情况说明》，说明标的公司自 2016 年 12 月 6 日起截至 2018 年 3 月 6 日依法纳

税，无违法违规行为；取得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地方税务局 2018 年 3 月

20 日出具的《地税管理证明》，证明标的公司 2016 年 12 月 6 日起截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未受到

行政处罚；取得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03 月 05 日出具的《证明》，

证明截至 2018 年 3 月 5 日，标的公司无行政处罚记录。 

根据律师的查询以及标的公司取得的相关政府部门的证明，截至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没有行政处罚记录。 

2． 子公司、参股公司、分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76 

（1）重大诉讼和仲裁情况 

据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分公司声明并经律师查询全国裁判文书网、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系统、百度、搜狗等，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标的公

司子公司、分公司不存在其他任何未决或威胁的诉讼、仲裁和政府部门因质疑公

司违法而进行的调查，不存在侵犯或可能侵犯第三方专利、商标、服务标记、版

权或其他需得到相关许可的主张或索赔。 

（2）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百度、搜狗、信用中国等公开渠道的查

询以及查看标的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正常运营的 31 家子公司以及 110 家分公司不存在被市场监督管理局进

行行政处罚或失信的记录。 

标的公司正常存续经营的 31 家子公司、9 家参股公司及 110 家分公司的市

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财政局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开具比例情况如下（开具比例

=该类型公司获得该部门的无违法违规证明数量/该类型公司数量，社会保险、公

积金无违法违规证明开具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六部分“六、本次交易拟购买的

资产—（七）人员情况）： 

公司类型 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 财政局 

31 家子公司 83.87% 83.87% 83.87% 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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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参股公司 77.78% 77.78% 77.78% 44.44% 

110 家分公司 74.55% 83.64% 85.45% 32.73% 

据律师对未取得相应所属主管部门的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的子公司、参股公

司以及分公司所属主管部门的官网的查询，未发现上述子公司、参股公司、分公

司在所属主管部门（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财政局）

存在行政处罚记录。 

（九） 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要合同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快马财税已与 114 家合资公司原股东签署了具有

法律效力的《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与 1 家合资公司广州森叁签署了具有法

律效力的《广州森叁资产收购协议》；快马财税已与 115 家合资公司签署了具有

法律效力的《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快马财税与 73 家公告吸收合并的合资公

司原股东签署了《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快马财税与 19 家合资公

司原股东签署了《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称“合资公司盈利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与该部分合资公司原股东取消了《合资公司盈利补偿

协议》中的超额奖励；快马财税与 72 家合资公司原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及<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称“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

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三）；快马财税收购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所持合资公司的股

权时与霍尔果斯并购基金签署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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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律师查看标的公司股权收购合资公司全部的《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合资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均为格式模板，股权转让交割后支付第一笔款项，后续

付款根据合资公司业绩完成情况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分

三期支付。根据全部的《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14 家合资公司（不含广州

森叁，广州森叁的收购协议见法律意见书“六、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九）

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要合同 -2.广州森叁资产收购协议”）的总估值为

289,563.22 万元，标的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向合资公司原股东支付的股权价款总计

为 203,194.58 万元，存放共管账户的金额总计为 48,478.33 万元，2017 年出具审

计报告可解锁金额为 48,478.33 万元，2018 年出具审计报告可解锁金额为

60,181.30 万元，2019 年出具审计报告可解锁金额为 80,358.78 万元。 

其次，《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就合资公司的权利转移和风险承担、或有

债务、核心人员稳定性、避免同业竞争、竞业禁止等内容均作了明确约定：约定

合资公司原股东对交割日前的违法的经营行为、非法经营行为导致合资公司在交

割日后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劳动及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等主管机关、

主管部门处以罚款、滞纳金等处罚，或被要求补缴相应款项的，或有债务等均由

合资公司原股东承担并需现金补偿，合资公司原股东应保证核心人员稳定性并避

免同业竞争和履行竞业禁止义务。 

2. 广州森叁资产收购协议 

2017 年 7 月 15 日，快马财税与广州森叁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广州

森叁将下述公司（广州做得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同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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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会捷工商财税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市超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粤中

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拥有的资产分别导入快马财税新设的对应的分公司中，自资

产导入之日起，快马财税对应分公司将作为广州森叁及其关联方的唯一从事企业

服务的平台，广州森叁保证将其自身及其关联方经营的公司全部客户、员工和正

在履行的业务合同、知识产权及其他从事企业服务的相关资源在协议签署后 90

日内转让相应分公司，广州森叁及其关联公司不得再开展与快马财税对应分公司

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并应在 5 个月内完成经营范围的变更或完成转让、注销。

资产转让交易作价 3591 万元，交易作价根据业绩完成情况分三期支付。具体如

下： 

（1） 在广州森叁负责运营的快马财税的相应分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确认2017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完成，且上述分公司不存在账龄超过6个月的

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在正式审计结果出具15日内支付1077.3万元； 

（2） 在广州森叁负责运营的快马财税的相应分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确认2018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完成，且上述分公司不存在账龄超过6个月的

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在正式审计结果出具15日内支付1077.3万元；在2017年、

2018年对价支付时（即上述c、d项），如上述分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或2018

年12月31日，存在账龄超过6个月的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则当期对价中与前述

对应应收款、其他应收款等额的对价部分将暂缓支付，待对应应收款、其他应收

款回款完成后另行支付。 

（3） 在广州森叁负责运营的快马财税的相应分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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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确认2019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完成，且上述分公司不存在账龄超过6个月的

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在正式审计结果出具15日内支付：1436.4万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账目的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在此前年度已进行对价扣减的

部分不重复扣减），待对应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回款后，支付剩余对价。如相关

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形成坏账，则相应对价尾款不再支付。 

3. 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 

根据律师查看标的公司与合资公司原股东签署的全部的《合资公司盈利补偿

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盈利补偿期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2）盈利补偿方式：若合资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未能达到当

期承诺扣非净利润，则合资公司原股东应在当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交

易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合计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并以

书面形式通知补偿义务人。 

当期补偿总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扣非净利润数）×标的公司交易作价÷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

润数总和－已现金补偿金额 

补偿金将首先从快马财税应支付给合资公司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如

当期补偿金高于当期应支付给合资公司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补偿义务人应在当

期补偿金额确定后10日内将差额部分支付给快马财税盈利补偿期间届满且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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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人已根据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如有）后，快马财税应聘请具

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合资公司

最后一个承诺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3）减值测试补偿：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

值方法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资产减值额为本次交易合资公司的评估值减去

期末标的公司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

分配的影响。若合资公司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现金金额，则就差额部分，补偿

义务人应对快马财税另外进行等额补偿。 

（4）超额奖励：根据合资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的盈利实现情况，给予合资

公司原股东超额奖励对价：盈利补偿期满并在减值测试完成后，若合资公司累积

实现扣非净利润超过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下称“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将全部

作为超额奖励对价，由快马财税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合资公司原股东，由此涉及的

所得税由合资公司原股东自行承担。在合资公司盈利补偿期最后一年的专项审计

报告出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快马财税应确认超额奖励对价金额并向合资公司

原股东支付。 

（5）争议解决：协议双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诉求

或争论，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

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向被告所在地或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 115 家《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偿义务人、盈利补偿具体数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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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情况。 

4. 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标的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后，针对 74 家合资公司进行了吸收合并，对已经公

告吸收合并的 73 家合资公司，与合资公司原股东签署了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如下： 

（1）由于合资公司因吸收合并已进入到清算程序，其全部人员、业务均已

由分公司承继，双方同意，《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计算主体，由合资公

司变更为分公司，其中：2017 年实际扣非净利润的确定方式变更为：2017 年原

标的公司实际扣非净利润+2017 年分公司实际扣非净利润；2018 年、2019 年实

际扣非净利润确定方式分别变更为：分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实际扣非净

利润。 

（2）为准确核算分公司所实际实现利润情况，避免因法定总分机构分摊缴

纳所得税对分公司税后净利润核算的影响，双方确认，在能够实现分公司所得税

按照《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第 6、15、18 条规定分摊

缴纳及分别适用差别税率的前提下，分公司实际扣非净利润的计算方式为：分公

司实际扣非税前利润×（1-12.5%）。 

其中，分公司实际扣非税前利润指：分公司盈利补偿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

经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且扣除企业所

得税之前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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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分公司为总公司的业务提供了业务开拓及服务支持，并有相关证据

予以确认，则由此在总公司所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增值税等必要的税费后，应计

入分公司实际扣非税前利润。 

如因任何原因导致分公司所得税缴纳未能按照《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

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第 6、15、18 条规定分摊缴纳及分别适用差别税率，则分公

司实际扣非净利润的计算方式为：分公司实际扣非税前利润×（1-实际适用的所

得税税率） 

5. 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与 19 家合资公司原股东取消了《合

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中的超额奖励，主要条款如下： 

（1）合资公司 2017 年度实际扣非净利润高于 2017 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

超额完成部分结转成为 2018 年度的实际扣非净利润。 

（2）合资公司 2018 年度实际扣非净利润高于 2018 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

超额完成部分结转成为 2019 年度的实际扣非净利润。 

（3）合资公司 2019 年度实际扣非净利润高于 2019 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

超额部分均为快马财税所有。 

6. 《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三 

（1）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节奏支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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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合资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快马财税应向合资公司原股东支付

与《盈利补偿协议》中 2017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相同金额的现金对价，或者 2017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1.3 的现金对价； 

2) 在合资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快马财税应向合资公司原股东支付

与《盈利补偿协议》中 2018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相同金额的现金对价，或者 2018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相同金额的现金对价+2017年承诺扣非净利润*0.3的现金对价； 

3) 在合资公司 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快马财税应向合资公司原股东支付

与《盈利补偿协议》中 2019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相同金额的现金对价，或者 2019

年承诺扣非净利润相同金额的现金对价+2017年承诺扣非净利润*0.4的现金对价。 

4) 在本补充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快马财税应向合资公司原股东支付如下金

额的现金对价（如下对价部分已支付，对已支付部分，甲方不再重复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上述（1-3）股权转让款金额—

合资公司原股东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获得的首期对价（不含已支付到共管

账户或提前解锁共管账户或提前支付 2017 年度对价部分）” 

同时，合资公司原股东或其指定方同意使用该部分转让价款（含合资公司原

股东已经收到的该部分转让价款）出资，与快马财税收购整合的其他交易对方统

一成立持股平台（含契约型产品）（合资公司原股东不可撤销的授权甲方将上述

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直接作为合资公司原股东出资款支付至持股平台），持股

平台资金全部用以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协议受让等方式购买神州

易桥的股票。购买完成后，应在中证登深圳公司办理上述股票的自愿锁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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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如下要求办理股票解锁： 

a)至股票购买完成后 6 个月（最迟不超过 2018 年 12 月 31 日），确认合资公

司 2017 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已经完成，且符合（c）条，所购买股票的 30%可解

锁； 

b) 至 2018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确认合资公司 2018 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已

经完成，且符合（c）条，所购买股票的 30%可解锁； 

c)在办理股票解锁前，合资公司原股东应当保证标的公司上年度期末的财务

报表中的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均已收回，或标的公司已通过预收款的方式消除了

前述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对合资公司现金流的负面影响，否则等市值股票将延期

解锁，待合资公司收回上述款项或以通过预收款消除对合资公司现金流负面影响

后，再办理对应股票的解锁； 

d) 至 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确认合资公司 2019 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已

经完成，且合资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均已经全部

收回，所购买股票的 40%可解锁；如解锁时，合资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存在尚未回收的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则等市值股票将延迟解锁，待合资公司收

回上述款项后，再办理相应股票的解锁； 

e)合资公司原股东出资所对应股票解锁后，由持股平台统一出售，扣除税费

后的全部对价支付给合资公司原股东； 

f)如快马财税未能按照第 4）款足额支付对价，则补充协议第（1）条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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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终止执行，付款节奏及方式仍按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执行。 

（2）提前支付部分对价 

在业绩承诺期内，如上市公司对合资公司的半年度预审完成后，确认合资公

司的半年度业绩业已实现，且合资公司已将与半年度承诺业绩等额的现金支付给

快马财税，则快马财税应将等额股权转让对价提前支付给合资公司原股东。 

7. 快马财税收购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所持合资公司股权的转让协议 

快马财税对外投资整合合资公司时，收购了霍尔果斯并购基金所持 114 家合

资公司（不含广州森叁）的股权，并与霍尔果斯并购基金分别就 114 家合资公司

签署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该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快马财税向霍

尔果斯并购基金支付的收购合资公司股权的总对价为 71,571.55 万元，交割后 5

个工作日支付 48,162.56 万元，2018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 23,408.99 万元。 

据律师核查上述重要合同，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合同的协议条

款合法、合规。 

七、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公司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目前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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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会增加上市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此外，为减少及规范未来

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出具了《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函》。 

（二） 同业竞争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

有快马财税 100%的股权，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了保证标的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标的公司、子公

司、分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标的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人/负责人向

上市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八、 本次交易的债权债务转移和人员安置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交易对方持有的快马财

税 6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快马财税作为企业法人仍将继续存在，其债

权债务不发生转移，其与员工的劳动关系也继续存续，不涉及人员安置。但是，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岗位设置等经营需要可适当增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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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神州易桥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已履行的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2018 年 2 月 23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2018 年 3 月 2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公告》； 

2018 年 3 月 9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3 月 23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4 月 2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 

2018 年 4 月 11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4 月 14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收购的一般风险

暨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摘要》； 

2018 年 4 月 28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

询函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8 年 5 月 9 日，神州易桥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摘要修订稿》、《关于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法律意见 

 

 

 

89 

的回复公告》。 

根据神州易桥的确认，神州易桥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就本次交易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或其他安排。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神州易桥已依法履行了其现

阶段法定应当履行的披露和报告的义务。神州易桥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就本

次交易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或其他安排。神州易桥尚需根据本

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重组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深交所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持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十、 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如下： 

（一） 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民生证券取得的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民生证券

具备担任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的资格。 

（二） 法律顾问 

根据本所取得的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具备

担任本次交易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三） 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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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华取得的财政部、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会计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许可证》，瑞华具备出具本次交易审计报告的资格。 

（四） 资产评估机构 

根据上海众华取得的财政部、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

格证书》，上海众华具备出具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资格。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证券服务机构具有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提供证券

服务的资格。 

十一、 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神州易桥股份的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2007]128 号）、《格式准则第 26 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上市公司自 2018 年 2 月 23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后，

立即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并开展自查工作，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报了内

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本次自查期间为本次重组停牌之日起前六个月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

查范围具体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机构、

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

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直系亲属具体为配偶、父母、

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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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人员在本次神州易桥股

票第一次停牌之日起前六个月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买卖股票的情况具体如

下： 

名称 买卖日期 交易情况 身份备注 

曹雪峰 2018-01-18 买入 20,000 股 律师事务所项目人员曹琦的父亲 

2018-01-22 卖出 20,000 股 

曹雪峰就其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1）在 2018 年 1 月 18 日买入神州易桥股票期间并不知悉神州易桥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宜的筹划等相关事项，也未知悉或可能知悉本次交易事项的

有关人员向本人泄露相关信息，或建议买卖神州易桥股票；（2）买卖股票系基于

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独立决定；（3）买卖神州易桥股票的交

易行为属于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并不构成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行为。” 

律师事务所项目组成员曹琦关于其直系亲属买卖神州易桥股票的行为出具

的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对于亲属曹雪峰（1）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买入神州易桥股票的行为

不知情；（2）不存在向任何人泄露神州易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宜的筹划等相关

信息，不存在向任何人建议买卖神州易桥股票的行为；（3）亲属曹雪峰买卖股票

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独立决定；（4）亲属曹雪峰买卖

神州易桥股票的交易行为属于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并不构成内幕交易或

操纵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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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自查期间，律师事务所项目组成员曹琦的父亲曹雪峰存在买卖股票

的情况，曹雪峰已就其自查期间买卖股票行为出具了声明和承诺。除上述情况外，

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均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交易神州易桥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泄露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神州易桥股

票或操纵神州易桥股票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十二、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 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均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现阶段所必须的批准和授权，相关批准与授权合

法有效； 

（五）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 

（六） 除已披露情形外，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

仲裁和行政处罚； 

（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债权债务处理，不涉及人员安置； 

（八） 神州易桥已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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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九）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实质性条件； 

（十） 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均具备必要的资格； 

（十一） 本次交易除尚需获得神州易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本次交易已

获得了现阶段所必须的批准和授权。 

本法律意见仅供神州易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用作其

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伍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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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代理记账资质情况 

1.31 家全资、控股子公司代理记账资质情况 

序号 合资公司名称 代理记账许可证编号 颁发机关 颁发时间 

1 常州易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3204070031 常州市新北区财政局 2016.7.21 

2 无锡易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2011045 无锡市崇安区财政局 2016.7.6 

3 无锡易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2010164 无锡市南长区财政局 2016.6.29 

4 无锡易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2011043 无锡市崇安区财政局 2016.6.30 

5 无锡易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2011044 无锡市崇安区财政局 2016.7.6 

6 南通易桥双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6210037 海安县财政局 2016.7.1 

7 无锡易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2040153 无锡市梁溪区财政局 2016.9.8 

8 无锡易琥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2010164 无锡市财政局 2016.9.9 

9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4830024 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 2016.7.21 

10 常州易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4040019 常州市钟楼区财政局 2016.9.8 

11 常州易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LJZ32041220170038 常州市武进区财政局 201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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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资公司名称 代理记账许可证编号 颁发机关 颁发时间 

12 金华市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LJZ33072720170002 磐安县财政局 2017.7.12 

13 威海易办企业代理有限公司 37102016010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2016.11.21 

14 北京易桥旺达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DLJZ11011220170004 北京市市辖区通州区财政局 2017.2.15 

15 北京易桥金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DLJZ11011220170002 北京市市辖区通州区财政局 2017.1.5 

16 深圳易桥立万财税顾问有限公司 根据当地政策，不用办理代理记账许可证 

17 杭州易会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201622 杭州市西湖区财政局 2016.12.20 

18 江门易桥顺利办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粤代 440703002133 江门市蓬江区财政局 2017.1.5 

19 惠州市金税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粤代 441302002144 惠城区财政局 2017.1.9 

20 北京易桥绿眼猫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DLJZ11010520170191 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 2017.5.23 

21 惠州市易桥好帮手财税顾问有限公司 根据当地政策，前期暂停办理代理记账许可证，尚暂未取得 

22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LJZ52010220170001 贵州省贵阳市财政局 2017.1.4 

23 淄博易桥鲁信财税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37030317003 淄博市张店区财政局 2017.2.6 

24 漳州芗城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DLJZ35060220170003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财政局 2017.6.2 

25 内蒙古创宇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DLJZ15010520170005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20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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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资公司名称 代理记账许可证编号 颁发机关 颁发时间 

26 长沙神州易桥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DLJZ430121200170008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财政局 2017.2.14 

27 宜昌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DLJZ42050120160003 宜昌高新区财政局 2016.11.30 

28 
烟台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DLJZ37069020170023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

局 
2017.7.18 

29 上海神州易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DLJZ31011320160008 上海市市辖区宝山区财政局 2016.11.29 

30 霍尔果斯鸿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502201704 霍尔果斯市财政局 2017.3.1 

31 北京神州顺利办文化有限公司 DLJZ11011220170003 北京市市辖区通州区财政局 2017.2.15 

2.9 家参股子公司代理记账资质情况 

序号 合资公司名称 代理记账许可证编号 颁发机关 颁发时间 

1 昆明超策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DLJZ53010220180600 昆明市五华区财政局 2018.3.15 

2 昆明易数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DLJZ53011220170004 昆明市西山区财政局 2017.4.18 

3 昆明易发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30102201706 昆明市五华区财政局 2017.4.13 

4 南京易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01250012 南京市高淳区财政局 2017.2.22 

5 贵州易桥顺利办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DLJZ52010320160002 贵阳市财政局 201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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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资公司名称 代理记账许可证编号 颁发机关 颁发时间 

6 湘潭易桥爱邦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DLJZ43030120170013 湘潭市财政局 2017.2.20 

7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当地政策，前期暂停办理代理记账许可证，现代理记账已获得审核许可，正在制证阶段 

 

8 武汉江城易桥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4201030001026 硚口区财政局 2017.1.3 

9 霍尔果斯易桥普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6502201703 霍尔果斯市财政局 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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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资公司盈利补偿协议情况 

序号 合资公司名称 补偿义务人 

对赌利润 

2017 年净利润（万

元） 

2018 年净利润（万

元） 

2019 年净利润（万

元） 

1  北京易桥绿眼猫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亿业同兴（北京）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40 48 58 

2  北京易桥晟博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田硕 119 143 171 

3  北京易桥旺达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祺思秒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宁盈双语科技

有限公司 
120 144 173 

4  北京神州顺利办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中财仁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100 120 144 

5  北京易桥广和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广和源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150 180 216 

6  北京易桥晨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德业华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90 108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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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易桥账管家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诚佳讯会计咨询有限公司 75 90 108 

8  易桥天运（北京）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吴长春 114 137 164 

9  北京昌企易呈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昌企策略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120 144 173 

10  北京鑫顺易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鑫顺昌达（北京）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98 118 141 

11  北京易桥凌科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小胚芽科技有限公司 108 129 154 

12  北京企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孙明宇 132 158 190 

13  北京荟和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梦之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30 156 187 

14  顺利办通会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祥语芳香科贸有限公司 120 144 172 

15  北京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一九九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25 150 180 

16  北京易桥华信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信鼎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13 135 162 

17  北京易桥金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壹诺财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127 15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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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瑞和吉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威泰达咨询有限公司 110 132 158 

19  北京易桥恒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华人世界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130 156 187 

20  北京易桥世纪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合义世纪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2 62 75 

21  天津市易桥鼎瑞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市鼎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77 92 111 

22  天津易桥汇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宏达通物流有限公司 185 222 266 

23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200 240 288 

24  内蒙古创宇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卡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10 132 158 

25  石家庄良助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石家庄易桥聚能财务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1052 1262 1515 

26  郑州新易桥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鸿泰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180 216 259 

27  郑州易桥营天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天祥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82 98 118 

28  淄博易桥鲁信财税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鲁信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00 36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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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青岛易桥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君合信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90 108 130 

30  青岛宝懿盈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青岛懿高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80 96 115 

31  青岛易桥晟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百晟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 240 288 

32  青岛税税通达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青岛荣海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47 536 644 

33  青岛易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天祥顺通物流有限公司 450 540 648 

34  青岛易办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青岛海润源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280 336 403 

35  青岛易桥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财忠财务有限公司 400 480 576 

36  青岛易桥乐帐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青岛源丰创客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245 294 353 

37  青岛易睿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青岛鼎嘉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50 60 72 

38  青岛易桥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范文柏 143 171 205 

39  烟台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商友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100 12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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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烟台易金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星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5 102 122 

41  烟台易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君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18 142 170 

42  潍坊易桥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潍坊三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9 107 128 

43  威海易办企业代理有限公司 山东云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130 156 187 

44  马鞍山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马鞍山普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68 201 241 

45  马鞍山神州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马鞍山诚信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20 144 173 

46  黄山易桥通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陈学红 140 168 201 

47  易火企业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玄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35 162 194 

48  上海蓬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蓬润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157 188 226 

49  上海易导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瑞鑫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500 600 720 

50  上海神州易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稚水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10 13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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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苏州市神州易桥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德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40 288 345 

52  无锡易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冯海飞 116 139 166 

53  无锡易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曹晓乐 286 343 411 

54  无锡易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章顺先 130 156 187 

55  无锡易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周伟、林玲、高志苹 103 124 148 

56  无锡易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付高志 105 126 151 

57  无锡易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尤菊 144 172 206 

58  无锡易琥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朱瓴菲 111 133 159 

59  常州易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盛向红 137.21 164.65 197.58 

60  常州易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樊雄文 90 108 130 

61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永坚 179 21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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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常州易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朱亚媛 216 259 310 

63  南通易信财税代理有限公司 仲志民 140 168 202 

64  南通易桥双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安双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135 162 194 

65  杭州易桥乾福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王磊 105 126 151 

66  杭州易会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会和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10 132 158 

67  杭州易桥中微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康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400 480 576 

68  杭州易乔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戴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0 348 418 

69  杭州易桥易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天慧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30 156 187 

70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 960 1152 

71  霍尔果斯鸿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舟山鸿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68.58 4282.3 5138.76 

72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 960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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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金华市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汪东海、王芳、蒋小丹、李玉蝉 263 315 378 

74  漳州芗城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李艺苹 130 156 187.2 

75  易桥汇山财税服务（平潭）有限公司 王巧婷、余文杰 120 144 172.8 

76  泉州易桥惠信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琴晓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 
352 422.4 506.88 

77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三明市翰铭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80 216 259 

78  泉州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庐江易恒企业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庐江易桥企业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庐江易企企业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480 576 

79  深圳易桥智航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5 222 266 

80  深圳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0 108 130 

81  易桥亿财源（深圳）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60 31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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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深圳市易桥鼎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 480 576 

83  易桥胜谷（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4 197 236 

84  深圳市易桥佰信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120 144 

85  深圳易桥立万财税顾问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 240 288 

86  深圳市易桥智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60 312 374 

87  深圳易桥振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 144 173 

88  深圳市易桥万兴财税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 360 432 

89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 192 230 

90  深圳易桥双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 192 230 

91  江门易桥顺利办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江门南大弘信税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235 282 338 

92  江门市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门市尚友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200 240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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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惠州市金税易桥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金税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00 240 288 

94  惠州市易桥好帮手财税顾问有限公司 惠州好帮手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83 100 120 

95  / 广州森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99 479 575 

96  
神州易桥顺利办（武汉）企业事务代理服务有

限公司 
武汉汇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30 156 187 

97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90 108 130 

98  武汉智通青蒙易桥会计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智通青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09 491 589 

99  武汉神州易桥安然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安然理财顾问有限公司、武汉彤方元企业事

务咨询有限公司 
196 235 283 

100  湖北神州顺利办科技有限公司 临漳县顺通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950 1140 1368 

101  宜昌易桥国瑞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 144 173 

102  长沙神州易桥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德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41 4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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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易鸿达（成都）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杨昂生 191 229 274 

104  易德升（成都）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张秀芳 193 231 277 

105  易嘉联（成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凡 183 219 262 

106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0 60 72 

总计 24445.79 29327.35 35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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