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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润邦股份”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润邦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2019 年 2 月 2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

【2019】第 6 号《关于对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

“《问询函》”）。 

本所现就《问询函》中提出的需要本所律师发表意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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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对涉及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本所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查阅了

其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申请人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有关记录、

资料、证明，并就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向相关各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和访谈。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如下保证： 

（一）相关各方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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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各方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

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

符。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据有

关政府部门、本次交易有关各方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发表法律

意见。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仅就有关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报告、审计

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及经办律师对

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

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润邦股份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润邦股份对《问询函》的回复材料，随同其他材料

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润邦股份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润邦股份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

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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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下述含义： 

润邦股份/上市公司 指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83 

标的公司、中油优艺 指 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即王春山、宁波舜耕、兴

富优文、兴富艺华、中新兴富、九黎鼎新、兴证投资、金油投

资、高锦投资 

宁波舜耕 指 宁波市舜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新兴富 指 苏州中新兴富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兴富优文 指 宁波兴富优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兴富艺华 指 宁波兴富艺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黎鼎新 指 宁波九黎鼎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兴证投资 指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油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锦投资 指 苏州境成高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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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预案》显示，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对手方包含王春山、宁波舜耕、兴证

投资、兴富优文、中新兴富、金油投资、高锦投资、九黎鼎新、兴富艺华等 9

家（名）公司、机构和个人。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各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情况，并

结合对手方穿透计算后的合计人数、相关人员取得股权或权益的时点，说明是

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的未上市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律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一、交易对方中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 

（一）宁波舜耕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舜耕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 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0.62  2017-11-06 

2 
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000.00 93.17  2018-07-26 

3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6.21  2018-07-26 

合计 16,100.00 100.00 -- 

上述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K317274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 1150 号 2 幢 2613 室 

法定代表人 周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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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基本信

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50750899G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 1150 号 2 幢 263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22321434272E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许昌市魏都产业集聚区劳动路以西宏腾路以北 

法定代表人 陈军勇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 

（二）中新兴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新兴富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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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400.00 0.44 2017-12-19 

2 
宁波兴富新禾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5,000.00 27.78 2018-03-23 

3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000.00 20.00 2018-03-23 

4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11.11 2018-03-23 

5 
上海科创中心一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11.11 2018-10-26 

6 
苏州国创兴润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8,000.00 8.89 2018-04-26 

7 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5.56 2018-03-23 

8 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5.56 2018-03-23 

9 
宁波团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 3.33 2018-03-23 

10 
宁波兴富新创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00.00 1.78 2017-12-19 

11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11 2018-03-23 

12 
长兴家之窗现代家居生活广场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11 2018-03-23 

1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苏江蓝玻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11 2018-03-23 

14 
宁波上益行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11 2018-04-26 

合计 90,000.00 100.00 -- 

上述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321376914M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康达汽贸城院内 1 号楼 3 单元 301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廷富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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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5 年 05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财务咨

询（不含代理记账）；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2、宁波兴富新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兴富新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兴富新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AG4QQ6J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邻里中心商住楼 2 号楼 39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06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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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基

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60819777X9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15 号中新大厦 48 楼 

法定代表人 赵志松 

注册资本 134,9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08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进行土地一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项目管理、酒店及酒店

式公寓的经营管理、咨询服务、产业与基础设施开发；投资、

举办企业；国家允许进行的其他业务活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在苏州工业园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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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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MEL7E1L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5 栋 

成立日期 2016 年 01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创业投资及相关咨

询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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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海科创中心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科创中心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科创中心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4R341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春晓路 289 号 1801 室 12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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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创兴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国创兴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国创兴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WCTLC4K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5 号楼 1F、2F、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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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辰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8 年 04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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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4668490310C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光信路 69 号、菁华路 58 号 39 幢 518 

法定代表人 柯德君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实业项目投资及咨询管理；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金属材料、

木材、矿产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

产品、针织品原料及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机械设备及配件、工艺品、日用品、燃料油、饲料、

黄金的批发、零售；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以上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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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23MA6TB0FD6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尼木县幸福中路 19 号 3-302 

法定代表人 王燕清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07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

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创业投资管理

（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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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的销售；租赁服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

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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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品和相关延伸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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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宁波团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团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团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91NQP70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开发办公 2 号楼 18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邢积国 

成立日期 2017 年 06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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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宁波兴富新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兴富新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兴富新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AG77199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邻里中心商住楼 2 号楼 39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象保合作区兴富创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07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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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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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315764048H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 

法定代表人 黄奕林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以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

投资品种，投资管理。（以上均不含需审批的项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长兴家之窗现代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兴家之窗现代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长兴家之窗现代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556196328H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长兴经济开发区 D 区经三路与陆汇路交叉口西北角 

法定代表人 毕伟国 

注册资本 20,08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06 月 04 日 

经营范围 

家具、建材、室内装修材料、机械设备、日用品、家用电器、

工艺品、纺织品批发、零售；自有摊位租赁，物业管理（凭有

效资质证书经营） 

1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苏江蓝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苏江蓝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苏江蓝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93WBH1G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C1450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宗敬 

成立日期 2017 年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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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14、宁波上益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上益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

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上益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AHB5710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邻里中心商住楼 2 号楼 11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林志宏 

成立日期 2018 年 03 月 05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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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兴富优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富优文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18 2016-11-29 

2 
宁波兴富先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600.00 65.8359 2016-11-29 

3 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00 29.3910 2016-11-29 

4 王廷富 有限合伙人 205.00 2.4101 2016-11-29 

5 陈胜 有限合伙人 200.00 2.3513 2016-11-29 

合计 8,506.00 100.00 -- 

上述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一/（二）/1、”。 

2、宁波兴富先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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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兴富先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

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兴富先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81YR32Q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宁波象保合作区开发办公 1 号楼 21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05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3、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353810789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康达汽贸城院内 2 号楼 205 

法定代表人 颜克益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私募基金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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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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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自然人合伙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址 

1 王廷富 4600251974******** 上海市浦东新区****** 

2 陈胜 3201211972******** 上海市浦东新区****** 

（四）兴富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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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富艺华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 0.1399 2016-11-28 

2 福建德宏经贸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27.9720 2016-12-26 

3 封志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27.9720 2016-12-26 

4 刘华 有限合伙人 500.00 13.9860 2018-10-24 

5 叶阳 有限合伙人 420.00 11.7483 2016-12-26 

6 赖爱平 有限合伙人 300.00 8.3916 2016-12-26 

7 金文戈 有限合伙人 250.00 6.9930 2018-10-24 

8 方加梅 有限合伙人 100.00 2.7972 2018-10-24 

合计 3,575.00 100.0000 -- 

上述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一/（二）/1、”。 

2、福建德宏经贸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福建德宏经贸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福建德宏经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66686696X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国际大厦第十七层 B 座 

法定代表人 李红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0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服装鞋帽、工艺品、矿产品（不含煤炭、石油、天

然气）的代购代销；钢材、建筑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矿山冶金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的安装、维修、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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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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人合伙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址 

1 封志强 1304811968******** 河北省武安市****** 

2 刘华 3504021977******** 上海市杨浦区****** 

3 叶阳 4601001973******** 上海市杨浦区****** 

4 赖爱平 3303021967******** 上海市浦东新区****** 

5 金文戈 2201041973********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6 方加梅 3503021977********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五）九黎鼎新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九黎鼎新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 
上海九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0.00 6.6667 2017-09-15 

2 盛跃飞 有限合伙人 500.00 16.6667 2017-09-15 

3 杨励骏 有限合伙人 300.00 10.0000 2017-09-15 

4 朱智彪 有限合伙人 300.00 10.0000 2017-09-15 

5 邹健 有限合伙人 200.00 6.6667 2017-09-15 

6 丁永泉 有限合伙人 200.00 6.6667 2017-09-15 

7 陈国良 有限合伙人 200.00 6.6667 2018-04-19 

8 陈玉娥 有限合伙人 150.00 5.0000 2017-09-15 

9 陆建国 有限合伙人 150.00 5.0000 2017-09-15 

10 
金华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7-09-15 

11 傅人益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7-09-15 

12 王云景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7-09-15 

13 王灵洁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7-09-15 

14 宋朝晖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8-04-19 

15 黄娟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8-04-19 

16 林文锦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8-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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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7 刘军萍 有限合伙人 100.00 3.3333 2018-04-19 

合计 3,000.00 100.00 -- 

上述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上海九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九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

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九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51114368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环科路 515 号 712 室 

法定代表人 于顺喜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金华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华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

下： 

公司名称 金华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01725266359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 959 号科信大楼 14 楼 

法定代表人 赵健勇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1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建筑材料批发、零售 

3、自然人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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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址 

1 盛跃飞 3307021969********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2 杨励骏 1201061969********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3 朱智彪 3307251970******** 浙江省义乌市****** 

4 邹健 3307231967********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5 丁永泉 3301231967******** 浙江省富阳市****** 

6 陈国良 3326031980********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7 陈玉娥 3307231963********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8 陆建国 3307191969********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9 傅人益 3307191960******** 浙江省兰溪市****** 

10 王云景 3307221968******** 浙江省永康市****** 

11 王灵洁 3301061969********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12 宋朝晖 3307021968********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13 黄娟 3307811984******** 浙江省兰溪市****** 

14 林文锦 3326031972********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15 刘军萍 3307021973********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六）金油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油投资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 杭州龙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1.76 2018-07-20 

2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00.00 49.12 2018-07-20 

3 
宁波富仕达电力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54 2018-07-20 

4 吴科军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54 2018-07-20 

5 王晓君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04 2018-07-20 

合计 5,700.00 100.00 -- 

上述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杭州龙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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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杭州龙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龙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MA27WWG27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公元大厦北楼 1605 室 

法定代表人 乔中兴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02 月 04 日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以

上项目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2、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69824513X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灵江路 366 号 1 幢（18-1）室 1806 

法定代表人 王海祥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0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3、宁波富仕达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富仕达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富仕达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756262692P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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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新建路 2 号 5 幢 1 号 216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斌立 

注册资本 4,8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1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机电工程、市政工程、环保工程

的设计、施工；仪器仪表、管道、阀门的安装、检修、维护、

运行调试及质量监理；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机具租赁、维修，电力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机电设备及配件的批发、零售；脱硫石

膏、粉煤灰、废旧物资的清理，污泥干化处置与综合利用；船

舶清舱、工业设备、厂区及建筑物的保洁服务；限分支机构经

营：机械零部件、仪器仪表的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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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自然人合伙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址 

1 王晓君 3302061975********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 

2 吴科军 3302221963******** 浙江省慈溪市****** 

（七）高锦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锦投资的合伙人情况及取得权益时点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首次取得

权益时点 

1 
苏州境成华志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310.00 1.0 2018-05-21 

2 
苏州境成聚成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2,000.00 39.6 2017-12-15 

3 
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000.00 19.8 2018-03-19 

4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6,000.00 19.8 2018-03-19 

5 
苏州市创客天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9.9 2018-03-19 

6 
北京美通互动广告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6.6 2018-03-19 

7 
珠海横琴鑫晟泽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3.3 2018-03-19 

合计 30,31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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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伙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1、苏州境成华志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境成华志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

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境成华志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1WFJA13W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 号 6 幢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境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04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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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境成聚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境成聚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

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境成聚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1TD2685B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 号 6 幢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境成华志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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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

限合伙）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LX9934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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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路 546 号投资大厦 10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盈富泰克（深圳）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0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以上经营范围

均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根

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4、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

下： 

公司名称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678341394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苏州高新区科灵路 37 号 

法定代表人 闵建国 

注册资本 94,084.51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07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投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融资策

划、上市策划和其他资本运作策划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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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苏州市创客天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苏州市创客天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市创客天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346261179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苏州市姑苏区干将东路 178 号 

法定代表人 严东升 

注册资本 18,1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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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5 年 07 月 06 日 

经营范围 

项目、资产与资金受托经营管理；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

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

理顾问机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税顾问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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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通互动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美通互动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信

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美通互动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974156054X9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B1-2232 室 

法定代表人 王遵会 

注册资本 2,577.9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07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营销策划；公关服

务；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推广；计算机技术培训；

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

制作；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金属制品、

珠宝首饰、工艺品、文化用品、日用品、建筑材料；出租商业

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版权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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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横琴鑫晟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珠海横琴鑫晟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珠海横琴鑫晟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4KC69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1493（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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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管理信息咨

询服务，营销策划服务，会务服务，营销推广服务，计算机软

件开发及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经营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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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说明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规定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以下简称“《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规定，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工会代持、职工持股会

代持、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股份代持关系或者存在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股

的安排以致实际股东超过 200 人的，在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申请行政许可时，应当已经将代持股份还原至实际股东、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持

股，并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私募股权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金

融计划进行持股的，如果该金融计划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并规范运作，且已

经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可不进行股份还原或转为直接持股。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息信息公

示系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网络公开途径进行查验，参照《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的相关规定，交易对方穿透后股东人数认定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性质 

是否为备案私募

基金 
穿透后股东情况 

穿透后认定股

东人数 

1 
王春

山 
个人 - - 1 

2 
兴证

投资 
有限公司 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 股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377） 
1 

3 
宁波

舜耕 

有限合伙

企业 
否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上

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

记编号：P1031604）、经备案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州蓝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

号：P1017746）、经备案的私

募基金上海趵虎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备案编号：

SM62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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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兴富

优文 

有限合伙

企业 
是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备案编

号：SN8863） 
1 

5 
兴富

艺华 

有限合伙

企业 
是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备案编

号：SR3223） 
1 

6 
中新

兴富 

有限合伙

企业 
是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备案编

号：SCR848） 
1 

7 
九黎

鼎新 

有限合伙

企业 
是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备案编

号：SX7936） 
1 

8 
金油

投资 

有限合伙

企业 
是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备案编

号：SEH031） 
1 

9 
高锦

投资 

有限合伙

企业 
是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备案编

号：SCG765） 
1 

合计 11 

宁波舜耕的合伙人均为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或私募基金，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规定，属于“已经接

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私募股权基金”，因此均可不进行股份还原或转为直

接持股，穿透计算时各算作 1 名股东。宁波舜耕经穿透计算后的股东人数合计为

3人。 

中新兴富、兴富优文、兴富艺华、九黎鼎新、金油投资、高锦投资均已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规定，

属于“已经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私募股权基金”，因此可不进行股份还

原或转为直接持股，穿透计算时各算作 1名股东。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穿透后的股东人数为 11 人，未

超过 200 人，不适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有关超过 200 人公司申

报合规性审核的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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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秉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上海科创中心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苏州国创兴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 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
	8、 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 宁波团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宁波兴富新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长兴家之窗现代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1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苏江蓝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 宁波上益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 兴富优文
	1、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宁波兴富先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 自然人合伙人

	（四） 兴富艺华
	1、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福建德宏经贸有限公司
	3、 自然人合伙人

	（五） 九黎鼎新
	1、 上海九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金华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自然人合伙人

	（六） 金油投资
	1、 杭州龙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司
	3、 宁波富仕达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 自然人合伙人

	（七） 高锦投资
	1、 苏州境成华志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 苏州境成聚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 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4、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苏州市创客天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北京美通互动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7、 珠海横琴鑫晟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 说明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