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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公司”或“博纳影业”)与北京市

通商律师事务所(“本所”)签订的《境内上市专项法律顾问聘用合同》(“《聘用合

同》”)，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同意担任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

发行”)并上市事宜(“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首发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12 号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

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已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出具《关于博纳影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出具《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出具《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出具《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出具《关于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出具的发

行监管部函[2018]266 号《关于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报信有关问题进行

核查的函》(“举报信”)的要求，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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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四)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通商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仅供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申报文件进行申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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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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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信第二题第 1 问 

 

发行人原控股的北京博纳星光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博纳星光”)与天津博纳

金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金康影院”)是否属于应披露的关联方，招股书披露是否

存在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是否应将两公司纳入尽调范围。 

 

回复： 

 

发行人在首次申报的招股说明书中已将博纳星光和金康影院作为关联方进行了

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且前述两家公司已纳入了本所律师就本次发行的法律尽

调范围。 

 

有关内容披露于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及参股公司”之“(六)报告期内注销或出售的企业”，以及“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

交易”之“三、关联方与关联交易”之“(一)关联方”之“2、关联法人”之“(5)报告期内

已注销或已转让的关联方”。 

 

二、 举报信第二题第 2 问 

 

金康影院 2010-2013 年向博纳星光借款两千万左右，2013-2015 年向博纳影

投(即国际影投)借款一千多万，金康影院自其成立至破产一直处于举债的原因，

金康影院是否存在通过破产程序实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发行人是否通过股

权转让和虚假破产手段将两家企业未纳入上市主体。 

 

回复： 

 

1. 金康影院自其成立至破产一直处于举债的原因 

 

金康影院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于 2011

年 4 月份正式开业。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金康影院坐落于天津市东马路古文

化街。由于古文化街是一个街区式的商业街，属于割裂式的商业布局，并非

商业综合体；外加当地开发商运营不力，导致整个街区的经营情况自开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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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每况愈下。至 2013 年，古文化街除一家麦当劳和金康影院为独栋商业区以

外，其余商铺均已停止营业。古文化街的整体经营萧条直接影响了金康影院

的客流量，加上失去其他商业业态的支持，金康影院一直无法独立吸引足够

的观影客户，导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乏力；其次，金康影院所在物业出租方

自 2014 年开始要求每年增加租金 50 万元，进一步加剧了金康影院的亏损。 

 

为了提振影院营业收入，金康影院的运营团队曾积极采取一系列行业内通用

的营销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会员卡销售策略、首映活动、赠票活动、优惠券

活动等，但均未能扭转影院的经营疲态。此外，在租金成本方面，金康影院

曾多次与物业出租方沟通，期望减免或缓交租金，但出租方未能同意，并多

次采取停水、停电等影响影院正常运营的措施，并告知要对金康影院提起法

律诉讼。 

 

一方面，金康影院由于注册资本规模较小，而按照业界惯例，影院在物业装

修、固定资产采购等前期资金投入较大，导致金康影院需要向国际影投、博

纳星光举债；另一方面，金康影院所处古文化街运营萧条、客流量小，影院

缺乏其他商业业态的支持，使得金康影院无法独立吸引足够的观影客户，从

而造成营业收入增长乏力，但影院装修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摊销金额较大，

这一系列综合因素最终导致金康影院长期处于经营亏损状态。 

 

综上所述，金康影院为了维持日常经营，自成立至破产一直处于举债的状态。 

 

2. 是否存在通过破产程序实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 

 

金康影院因其自有初始资金不足、影院前期投入资金较大、所处地理区域商

业整体萧条、收入增长乏力等一系列综合原因，为了维持日常经营，自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4 月期间，与博纳星光共签订了 14 份借款协议，向其借款

总计 19,441,679.92 元，用以支付金康影院筹建期间各种费用及支撑影院日常

运营；自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与国际影投共签订了 10 份借款协

议，向其借款总计 10,070,388.48 元，用以支付影院日常运营。上述协议签订

后，金康影院未履行还款义务。 

 

国际影投以金康影院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为由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申请

对金康影院进行破产清算。根据天津津北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9

月 6 日出具的津北专审字(2015)第 346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金康影院资产总额为 18,135,493.31 元，负债总额为 40,651,543.54 元，资

产负债率为 224.15%，所有者权益为-22,516,050.23 元。博纳星光和国际影投

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分别提出债权申报，总金额分别为 19,441,679.92 元、

8,206,255.88 元。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作出裁定，认为

金康影院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具备法定破产原因，因此依

法宣告其破产。 

 

此后金康影院管理人委托天津华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康影院破产清算处

置资产而涉及的存货及设备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这一时点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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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产清算价值进行评定估算。根据天津华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出具的华正评报字(2015)第 205 号《破产清算处置资产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非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委估资

产的账面净值为 1,640.75 万元，经评估后的资产评估值为 255.84 万元，评估

减值 1,384.91 万元，减值率为 84.41%。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破产裁定后，江苏建工作为原告向该法院分别起

诉博纳星光、国际影投及金康影院，请求依法对博纳星光对金康影院的债权

以及国际影投对金康影院的全部债权不予确认，并对国际影投为金康影院的

破产申请人(债权人)不予确认。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4 月分别作

出(2015)南民初字第 10526 号、(2015)南民初字第 10527 号判决，认为博纳星

光、国际影投以及金康影院均系独立法人单位，均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博

纳星光、国际影投与金康影院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博纳星光、

国际影投据此进行债权申报于法有据；因金康影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国际

影投作为破产申请人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其身份合法。因此法院驳回原告

江苏建工全部诉讼请求。江苏建工不服一审判决，于 2017 年 5 月就上述两份

判决分别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分别作出(2017)津 01 民终 6971 号、(2017)津 01 民终 6961 号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综上所述，金康影院破产系因其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其破产程序系依法进行，并且法院已对其作出了有效的

破产裁定。此外，法院已通过生效判决确认金康影院与博纳星光、国际影投

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博纳星光、国际影投据此进行债权申报

于法有据，不存在通过虚假破产程序实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 

 

3. 是否通过股权转让和虚假破产手段将两家企业未纳入上市主体 

 

发行人于 2016 年 12 月转让博纳星光以前，通过博纳星光共运营 2 家影院实

体，即金康影院和天津农垦博纳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博纳农垦”)。 

 

(1) 博纳星光股权转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工商档案，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博

纳农垦于 2016 年 12 月前曾为发行人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当时其股东及

其持股比例如下：博纳星光持股 45%，国际影投持股 6%，天津市农垦

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天津农垦”)持股 49%。根据公司的说明，并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农垦系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2016 年，发行人已对其当时拥有的 30 余家电影院

的运营统一推行了“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但由于天津农垦为国有企业，

其与发行人在合作经营方面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尽管发行人曾派出多名

运营管理人员参与博纳农垦的经营，博纳农垦依然无法顺利推行发行人

统一要求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由于博纳农垦无法与发行人影院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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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机结合，多项运营措施无法有效执行，发行人有意整体转让博纳

农垦的股权。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转让博纳农垦的股权需要征求天津

农垦的意见，过程较为繁琐且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故发行人选择整体转

让博纳星光的股权。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访谈博纳星光受让方天津钧景，天津钧景收购

博纳星光系因其实际控制人王一洋在天津具有丰富的影视业务资源，且

对影视行业较为熟悉，希望通过收购影院等措施进一步发展影视相关业

务。因此经双方协商一致，以博纳星光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国际

影投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与天津钧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国际影投将

其持有的博纳星光绝大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天津钧景。根据发行人提供的

收款回单，前述股权转让相应价款已支付完毕。博纳星光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就前述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 金康影院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题第 2 问第 1 项和第 2 项所述，金康影院破产

系因其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其破产程序系依法进行，并且法院已对其作出了有效的破产裁定。 

 

综上所述，博纳星光及金康影院在转让之前，已纳入发行人的合并范围之内，

亦纳入了本所律师就本次发行的法律尽调范围。发行人系基于其对博纳农垦

和金康影院的具体经营情况以及未来业务发展的预测，将博纳星光整体转让

给第三方以及申请金康影院破产，不存在通过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股权转让

和虚假破产手段将两家企业未纳入上市主体的情形。 

 

三、 举报信第二题第 3 问 

 

金康影院是否以赠票方式虚构票房收入，并通过分账收入向发行人输送利

益，是否因通过向发行人输送利益而导致金康影院亏损直至破产。请保荐机构

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金康影院对于赠票的相关会计处理方式为：在金康影院单体

报表中，在按照国家专资办统一认证的售票软件“火凤凰系统”显示的售票数据

来确认收入的同时，对赠票金额确认为收入的负数进行冲减；冲减之后，赠票部

分对应的营业收入为零。因此，金康影院的营业收入中未包含因赠票活动产生的

收入，金康影院不存在以赠票方式虚构票房收入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金康影院 2014 年度赠票金额为 60.01 万元，2015 年度赠票

金额 595.44 万元。金康影院按其与各个院线之间合作协议约定的分账比例，向

院线分配影片分账款。发行人作为金康影院赠票影片的投资发行方之一，按照各

影片所占的投资比例参与影片票房收入分成。据测算，金康影院赠票活动对发行

人电影业务分部收入(未考虑合并抵消情况下)的影响金额为 73.47 万元，占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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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014 年、2015 年电影业务分部收入合计占比仅为 0.05%；此外，在发行人合

并报表层面，上述电影业务分部收入与金康影院的影片分账成本进行抵销，该等

收入对发行人合并报表收入影响金额为零，因此金康影院的赠票行为并非基于向

发行人输送利益而实施。 

 

根据天津津北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年 9月6日出具的津北专审字(2015)

第 346 号《审计报告》，金康影院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负债总额为 4,065.15

万元，净资产为-2,251.41 万元。金康影院单体层面因赠票活动产生的票房分账成

本为 268.73 万元，占其负债总额的 6.61%，不足以构成其亏损直至破产的主要原

因。金康影院亏损并申请破产系由一系列原因导致，包括自有初始资金不足、影

院前期投入资金较大、所处地理区域商业整体萧条、收入增长乏力无法覆盖成本

开支等。 

 

综上所述，金康影院不存在以赠票方式虚构票房收入的情形；金康影院赠票活动

对发行人电影业务分部收入的影响金额及占比均非常小，且对发行人合并报表层

面收入影响为零，发行人并未因此虚增收入；金康影院赠票产生的票房分账成本

占其负债总额的比例亦较低，其亏损直至破产系基于经营不善等一系列综合原

因，并非因通过赠票方式向发行人输送利益而导致。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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