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致：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

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现就发行人业务资质情况、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合法合规情况等，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除另有所指外，与

《法律意见书》中的表述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并上市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

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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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及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获得其从事相关业务所有必

要的许可、资格、资质、认证，是否存在续期障碍。请发行人律师对上

述事项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所涉事项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A. 查阅了发行人各类型的业务合同，并就发行人业务开展情况与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等进行了访谈，并查阅其出具的说明； 

B. 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各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通过网络（包

括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天

眼查 https://www.tianyancha.com，等）核对发行人及其各子公司的

经营范围，并通过法律检索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

规； 

C. 查阅了发行人相关政府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 

D. 通过相关政府主管机关网站及公开网络就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

处罚记录或其他不良记录进行检索； 

E. 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 

经本所律师履行上述核查程序，本所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经营方式及

主营业务为：为互联网、消费电子、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客户提供品牌

管理、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媒介代理等品牌管理与整合营销传播代理综

合服务，与其章程所载经营范围内容相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开展上述业务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取得了营业执照，发

行人及其员工开展上述业务无需其他政府主管机关的强制性许可、批准、

资质/资格认证文件。 

二、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仍存在报告期

内未披露的行政处罚，包括发行人报告期内已注销或已转让的子公司，

发行人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违法违规行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重大违法行为。请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明

确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所涉事项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A. 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包括报告期内转让或注销的子公司）相关

政府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s://www.tianyancha.com/


B. 通 过 相 关 政 府 主 管 机 关 网 站 及 公 开 网 络 （ 包 括 天 眼 查

https://www.tianyancha.com 等）就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包括报告期

内转让或注销的子公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报告期内是

否存在处罚记录或其他不良记录进行检索； 

C. 就题述问题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访谈，并查阅了其出具的说

明； 

D. 核查了发行人（包括报告期内转让或注销的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外

支出的具体情况； 

E. 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

证明文件； 

F. 查阅了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题述情况出具的确认函。 

经本所律师履行上述核查程序，本所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人的

子公司（包括报告期内转让或注销的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行政处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包括报告期内转让或

注销的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重大违法行为。 

三、 请发行人说明在与旭日因赛的其他股东智威汤逊发生分歧后没有直接

注销该公司的原因。请发行人说明在发行人与智威汤逊持续纠纷的情况

下，欧湛颖仍愿意受让旭日因赛股权的原因。补充说明股权转让的定价

依据、价格公允性。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所涉事项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A. 查阅发行人与智威汤逊之间关于过往合作及股权处臵、股权转让及定

价的沟通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邮件、评估报告等； 

B. 就发行人在与旭日因赛的其他股东智威汤逊发生分歧后没有直接注

销该公司的原因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 

C. 访谈欧湛颖并查阅其出具的确认函、调查表及说明等文件； 

D. 查阅千捷广告的财务报表； 

E. 搜集公开市场股权交易的估值情况，分析行业股权转让案例。 

https://www.tianyancha.com/


(一) 发行人在与旭日因赛的其他股东智威汤逊发生分歧后没有直接注销该公

司的原因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企业的解散、

中止应当经出席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旭日因赛原合资合同第

21.1 条约定，合资双方对合资合同存在争议的，应当提交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旭日因赛原合资章程第 8.3 条第 2 款约定，旭日因

赛的终止、解散应当经双方股东书面同意后方可做出董事会决议。基于

上述规定及约定，并结合双方就处理旭日因赛合资事宜的后续方案（包

括建议智威汤逊将其所持旭日因赛 30%股权转让予 WPP 集团内其他主

体以解决发行人与智威汤逊间的合作僵局，发行人收购智威汤逊所持旭

日因赛 30%股权，及注销旭日因赛）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发行人

如仍希望终止与智威汤逊的合资合同并解散公司的，需要通过仲裁或诉

讼的方式终止合资合同、解散公司，相较发行人根据旭日因赛原合资合

同及章程之约定对第三方出售其所持旭日因赛股权，耗时较长且具有不

确定性。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在与旭日因赛的其他股东智威汤逊发

生分歧后没有直接注销该公司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二) 欧湛颖在考虑到发行人与智威汤逊持续纠纷的情况下仍愿意受让股权的

原因 

千捷广告的实际控制人欧湛颖一直看好广告代理行业，有较强的市场开拓

能力，有比较丰富的客户资源；但由于欧湛颖及千捷广告在广告行业缺乏

必要的行业资质及专业声誉，难以承接许多优质客户的项目。因此，欧湛

颖一直希望在广告行业内收购并控股一家专业能力及声誉良好的广告公

司。2015 年 9 月，欧湛颖了解到发行人拟将旭日因赛 70%股权对外转让

的信息后，向发行人表达了其愿意通过千捷广告受让相关股权的意愿，其

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第一，旭日因赛是中国 4A 协会会员单位（即中国商务广告协会综合代理

专业委员会），4A 协会是在中国具有较高专业标准和权威的综合型广告代

理公司行业协会，在中国广告代理行业有较好的专业声誉和较强的行业影

响力，目前的会员单位不到 100 家。并且，中国 4A 成员资格是广告公司

参与一些重要广告代理项目招投标的必要条件，因此通过收购旭日因赛

70%股权，欧湛颖及千捷广告间接取得了未来参与许多重要广告代理项目

投标的机会，对其未来在广告行业的业务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旭日因赛成立时间较长，服务过许多优质客户，在行业内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因此，千捷广告受让旭日因赛 70%股权后，可以借助旭日因

赛在行业内的知名度，结合欧湛颖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客户资源，获得良好

的投资回报。 

第三，鉴于智威汤逊与因赛集团之间关于旭日因赛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对于

股权的收购及反收购，因而原股东间的分歧应不会对旭日因赛维持现有业

务规模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 旭日因赛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价格公允性 

为解决发行人与智威汤逊合资经营旭日因赛期间的分歧，发行人曾于

2015 年 4 月向智威汤逊发出收购其持有的旭日因赛 30%股权的要约，本

次收购要约的价格为 1,453.18 万元。该收购要约的价格系发行人按照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旭日因赛的平均净利润 569.87 万元的 8.5 倍

PE 进行的估值定价（即对应旭日因赛 100%股权估值 4,843.92 万元）。

2015 年 6 月，智威汤逊由于未得到其控股公司 WPP 集团的批准而拒绝

了发行人发出的上述收购要约。 

其后，发行人开始与千捷广告协商向其转让旭日因赛 70%股权。双方同

意参照上次发行人向智威汤逊发出旭日因赛 30%股权收购要约时的公司

整体估值，结合考虑旭日因赛的历史经营业绩、行业地位、经营现状等情

况，依据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后于 2016 年 1 月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将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3,510 万元，相当于公司

整体估值为 5,014.29 万元，与之前发行人向智威汤逊发出收购其持有的

旭日因赛 30%股权时的公司估值基本一致。该估值相当于按照 2012 年、

2013 年、2014 年三年旭日因赛的平均净利润的 8.8 倍 PE 估值，符合市

场中一般类似股权交易的定价行情。 

因此，本所认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交易双方基于市场公平交易原则

协商确定的，相关定价公允。 

四、 请发行人说明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与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任何利益交换或安排。请保荐机构、发行

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A. 对发行人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进行了访谈确认，并查阅其



出具的确认函； 

B. 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进行了访谈确认； 

C. 通过网络公开渠道（包括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交叉核对发行

人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外投资、兼职情况，交叉核对发行

人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与发行人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及

供应商存在重合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履行上述核查程序，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前十大

供应商、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交换或安排。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七）》签署

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林青松       

 

                                                                    

                                                      刘晓光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一八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