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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左栏所列词语具有该词语相应

右栏所作表述的涵义： 

“A 股” 指 获准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

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 月至 3

月 

“北京市工商局” 指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本次发行及上市” 指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 

“本所”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编报规则 12 号》” 指 由中国证监会于 2001 年 3 月 1 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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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发[2001]37

号）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律师工

作报告》 

“创明泽志” 指 上海创明泽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东土创赢” 指 深圳市东土创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发行人

股东之一 

“发行人”、“股份公

司”、“公司”或“普元

信息” 

指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名称

为“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上市章程” 指 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经发行人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于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交易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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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 

指 《公司法》、《证券法》、《调整适用〈证券法〉的决定》、

《管理办法》及《编报规则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所属部门

所颁发的规章及文件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 年 12 月 29 日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9 年 12 月 2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

修正；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三次

修正；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公司章程》” 指 根据上下文意所需，指当时有效的发行人或普元有限

公司章程 

“合业众源” 指 上海合业众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君度德瑞”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鲲程一号” 指 芜湖鲲程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发行

人股东之一 

“《内控报告》” 指 众华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普元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众会字（2019）第 4753

号） 

“浦东新区工商局” 指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或上海市浦东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普元软件” 指 普元软件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名称为“普元软件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系普元有限原股东 

“普元有限” 指 上海普元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前身 

“千泉投资” 指 上海千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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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普元” 指 苏州普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发行人于报告期后设

立的子公司 

“商标局” 指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海邦瑞” 指 上海邦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商局” 指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商委” 指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审计报告》 指 众华为本次发行及上市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出具的无

保留意见的《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

审计报告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3 月》

（众会字（2019）第 2560 号） 

“天津和光” 指 天津和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发行

人股东之一 

《调整适用〈证券法〉

的决定》 

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

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2015 年 12 月 27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过）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授权

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2018 年 2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通过） 

“网宿晨徽”  上海网宿晨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发行人股东之一 

“新开发” 指 新开发联合创业投资企业，曾为发行人股东之一 

“普元金融” 指 普元金融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子公司 

“普元天津” 指 普元软件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子公司 

“普元智慧” 指 北京普元智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原名“兴普方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普元云动科技有限公司”，

为发行人的子公司 

“广州普齐” 指 广州普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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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普云” 指 西安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国法定流通货币单位 

“《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发布并施行的《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3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发布并施行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证发〔2019〕

22 号）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而

编制的《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8 年 12 月 29 日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修正；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2013 年

6月 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第二次修正，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众华”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前身上海众

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制实施意见》 指 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发布并施行的《关于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

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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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之法律意见书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根据与发行人签定的《法

律服务协议》，委派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调整适用〈证券法〉的决定》、

《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

表法律意见，并不对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事宜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

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依赖

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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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发行人的委托，本所律师就本次

发行及上市涉及的相关事实情况，包括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

次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发行人设立演变过程及

其独立性、发行人的主要业务及资产、发起人及股东、发行人与股东之间的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发行人的税务、发行人的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的运行情况、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情况、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募集资金的运用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

相关事实和本次发行及上市申报文件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并根据本所律师对事

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

核对了其中相关文件的原件，并基于发行人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发行人

已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

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

撤销，且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所提供的文

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

确和完整。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采取了与相关当事人访谈、查询有关公开信息、赴相关部门独立调查等各种

方式，并依据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向本所出

具的说明或确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请材料的组成部

分，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有关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

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但该引用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本所意见的理解出现

偏差的方式进行，并且不得因引用而导致任何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的要求，按照《编报规则 12 号》、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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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董事会的召开及决议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所提供会议文件的审查，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6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关于制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后适用的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适用并生效的〈公司章程〉的议案》以及《关于修改部分

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议案。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所提供会议文件的审查，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涉及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

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所提供会议文件的审查，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

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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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代表股份 5,401.4534 万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75.4920%。经出席会议股东一

致同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后适用的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适用并生效的〈公司章程〉的议案》以及《关

于修改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议案。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所提供会议文件的审查，发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

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6 名，代

表股份 5,401.4534 万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75.4920%。经出席会议股东一致同意，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涉及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

关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经核查，发行人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

及上市相关的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经核查，发行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基于上述，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已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

权，尚需依法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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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四章“发行人的设立”所述，发

行人系经上海市商委以沪商外资批[2010]978 号《市商务委关于同意上海普元信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普元有限的股

东以发起设立的方式，将普元有限整体变更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海市

商委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向发行人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注册号：商外资沪股份字[2010]0206 号），以及上海市工商局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向发行人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748290（市局）），

发行人在上海市工商局注册设立，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 

（二）发行人是由普元有限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

份公司，因此，发行人的持续经营时间可从普元有限成立之日起计算。根据浦东

新区工商局于 2003 年 3 月 26 日核发的普元有限设立时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101152011517），发行人的持续经营时间至今已超过 3 年。 

（三）发行人已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颁发的《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8756174J），根据前述《营业执照》的

记载，发行人的经营期限自 2003 年 3 月 26 日至不约定期限；根据发行人现行有

效的《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本所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下同）所作的查询，发行人的登

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四）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基于上述，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发行及

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http://www.gsx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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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具备《公

司法》、《证券法》、《调整适用〈证券法〉的决定》、《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实质条

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定价方式为“根据询价

结果和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或采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方式定价”。本次发行为同一种类股票，

每股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符合《公司法》第

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证券法》、《调整适用〈证券法〉的决定》

的相关规定 

根据《调整适用〈证券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国务院对拟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的公开发行，调整适用《证

券法》关于股票公开发行核准制度的有关规定，实行注册制度。根据《注册制实

施意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应当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以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依法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

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如本章节之“（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

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及之“（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

《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所述，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管理办法》、《上市

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据此，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证券法》、《调整适用〈证券法〉的决定》的相

关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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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章“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所述，发行人为依

法设立且持续经营 3 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及

第二款的规定。 

2.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十四章“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

规范运作”、第十五章“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所述，发

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制度，具备

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管理办

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3. 根据《审计报告》、《内控报告》、《招股说明书》的记载、发行人的确认以

及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且众华已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 

4. 根据《内控报告》、《招股说明书》的记载、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具

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

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众华出具

无保留结论的《内控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5.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五章“发行人的独立性”及第九章“关联交易和同业竞

争”所述，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发行人具有完整的

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严重

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 

6.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八章“发行人的业务”所述，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

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最近 2 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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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十五章“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所述，发行人最近 2

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本法律意见书

第六章“发起人和股东”及第七章“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所述，控股股东和

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发行人的实际

控制人为刘亚东，最近 2 年没有发生变更，亦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

权属纠纷。据此，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稳定，符

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7.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十章“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第十一章“发行人的重大

债权债务”和第二十章“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所述，根据《审计报告》、《招

股说明书》记载、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作出的合理

判断，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

险，重大担保、重大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重大

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定。 

8.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十九章“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所述，根据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48756174J），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销售，计算

机硬件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

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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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主营业务为，面向金融、政务、能源、电信、制造业等行

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云应用平台、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

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发行人实际经营的业务未超出登记的经营范围，发行人

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9.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的记载、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合法证明、

无犯罪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以及本所对互联网公开

信息所作的查询，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

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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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

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

款的规定。 

10.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证明、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

3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1.如本章节之“（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

件”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上市

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一）项。 

2.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发行

人的注册资本为 7,155 万人民币；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方案，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2,385 万股（含 2,385 万股，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数量为准），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3 千万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二）项。 

3.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及发

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为 7,155 万人民币，股本总额为

7,155 万股；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

过 2,385 万股（含 2,385 万股，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据此，发行

人本次发行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所作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

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发行人最近两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为正，累

计为 9,038.32 万元，最近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均为正，累计为 8,285.80 万元，均不低于 5,000 万元，发行人最近一年的营业收

入为 3.40 亿元，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根据本次发行及上市方案，发行人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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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2,385 万股，参考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最近一次增资对

应的估值水平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在境内市场的近期估值情况，发行人预计市值不

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基于上述，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调整适用〈证

券法〉的决定》、《管理办法》及《上市规则》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尚需依法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并报经中

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四、 发行人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是以发起设立方式由普元有限整体变更而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一）普元有限 

普元有限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历次股权转让情况属实，股权清晰，

并获得了有权政府部门的批准，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及方式 

1.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于 2010 年 3 月 25 日核发的《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

知书》（沪工商注名变核字第 02201003250021 号），发行人的名称预核准为“上

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根据众华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出具的《上海普元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07、2008、2009 年度及 2010 年 1-2 月份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沪众会字（2010）

第 2387 号），截至 2010 年 2 月 28 日，普元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1,712.461738

万元。 

3.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上海

普元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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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华评报字（2010）第 125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2 月 28 日，普元

有限的净资产经评估确认的评估值为 12,836.39 万元。2019 年 4 月 25 日，上海申

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上海普元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追溯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1330 号），对普元有限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价值进行了追溯评估，以 2010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日，

普元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2,605.01 万元。 

4. 根据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23 日的普元有限《董事会决议》，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由普元有限全体股东以发起设立方式将普元有限由一家中外合资有限责任

公司（外资比例低于 25%）整体变更为一家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普元

有限截至 2010 年 2 月 28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计 11,712.461738 万元按照 1：

0.51227488586 的比例折为 6,000 万股股份，每股面值为 1 元，股份公司注册资本

为 6,000 万元，投资总额为 6,000 万元。由普元有限的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按原

出资比例认购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余额 5,712.461738 万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

积；同意全体发起人共同签署的关于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协议；并同意于股份公

司设立之日终止普元有限的《公司章程》及合资合同。 

5. 根据普元有限的全体股东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关于终止上海普元

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的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各方一致同意，自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提前终止普元有限全体股东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签署的《上海普元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之合资合同》和《上海普元信

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之修改和重述的章程》；并根据另行签署的《关于共同发起

设立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

实施普元有限的整体变更。 

6. 根据普元有限的全体 50名股东于2010年 3月22日签署的《发起人协议》，

各方一致同意以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发行人，发行人的股份总数为 6,000 万股，

每股面值 1 元，股本总额为 6,000 万元，以普元有限截至 2010 年 2 月 28 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值 11,712.461738 万元，按照 1：0.51227488586 的比例折为 6,000 万

股作为发行人总股本，折股后剩余净资产计 5,712.461738 万元计入发行人的资本

公积。发起人以各自拥有的普元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出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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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国籍 

所持股份数额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1  刘亚东 中国 3,250.7793 54.1797 31011519591123**** 

2  新开发 - 872.7271 14.5455 91310000717882856Y 

3  
HUANG LIU 

QING 
美国 375.8961 6.2649 71119**** 

4  杨玉宝 中国 222.1170 3.7020 34230119651204**** 

5  天津和光 - 218.1819 3.6364 911201166906922343 

6  沈惠中 
中国

香港 
187.9481 3.1325 KA79**** 

7  王岚 中国 140.2597 2.3377 51302719711128**** 

8  刘尔洪 中国 131.5636 2.1927 43010419671031**** 

9  张绪霖 中国 66.8420 1.1140 31010619540806**** 

10  程朝晖 中国 64.8912 1.0815 31011219710621**** 

11  刘剑 中国 56.1039 0.9351 32010619631218**** 

12  千泉投资 - 53.5544 0.8926 91310115698840473U 

13  合业众源 - 43.5616 0.7260 9131011569881526XW 

14  创明泽志 - 32.8457 0.5474 9131011569881534XG 

15  袁义 中国 24.4332 0.4072 43242319761117**** 

16  王克强 中国 24.4332 0.4072 33010619740824**** 

17  焦烈焱 中国 24.8091 0.4135 21060319720908**** 

18  史正富 中国 14.0260 0.2338 34112219540907**** 

19  贺通 中国 12.6235 0.2104 31011019630817**** 

20  杨炜 中国 10.0209 0.1670 61011119741210**** 

21  甄强 中国 9.3974 0.1566 21070319681123**** 

22  唐军 中国 9.3974 0.1566 43010319781031**** 

23  聂拥军 中国 9.3974 0.1566 37290119710506**** 

24  赵文峰 中国 9.3974 0.1566 43010419671107**** 

25  刘航 中国 9.3974 0.1566 41292519781102**** 

26  钱军 中国 8.9765 0.1496 34010419661004**** 

27  邓涛 中国 7.9271 0.1321 51101119750703**** 

28  逯亚娟 中国 7.0447 0.1174 22010219770822**** 

29  王葱权 中国 6.3132 0.1052 44142519770406**** 

30  丁向武 中国 6.2023 0.1034 37280119711012**** 

31  乔彦军 中国 5.8874 0.0981 13252819751209**** 

32  孙鸿勋 中国 5.6385 0.0940 43010419710301**** 

33  陆峰 中国 5.6385 0.0940 32068319790619**** 

34  蒋小慰 中国 5.6385 0.0940 32102519771226**** 

35  杨卫东 中国 5.6385 0.0940 34010419661010**** 

36  王磊 中国 5.3171 0.0886 421067197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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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国籍 

所持股份数额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37  帅小艳 中国 5.2625 0.0877 43012319760602**** 

38  沈培林 中国 4.7869 0.0798 31011219700423**** 

39  郝振明 中国 4.6987 0.0783 37068419800509**** 

40  郑治国 中国 4.2566 0.0709 31010419770507**** 

41  晏斐 中国 4.0768 0.0679 61010319750806**** 

42  林地发 中国 3.9469 0.0658 36213219760906**** 

43  肖菁 中国 3.8529 0.0642 43062319770507**** 

44  李拥军 中国 3.7590 0.0626 11010519740321**** 

45  吴巍 中国 3.6803 0.0613 43240219751108**** 

46  王程志 中国 3.6404 0.0607 37108119790316**** 

47  李健民 中国 3.4770 0.0580 13022219781004**** 

48  孙书滨 中国 3.3831 0.0564 23100519730202**** 

49  胡宗山 中国 3.1951 0.0533 11022819740426**** 

50  杨玉斌 中国 3.1570 0.0526 14010419770908**** 

合计 - 6,000.0000 100 - 

7. 2010 年 4 月 20 日，上海市商委以《市商务委关于同意上海普元信息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沪商外资批[2010]978 号）

批准普元有限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资比例小于 25%），公司名

称变更为“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发行人各股东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发起人协议》和修订的《公司章程》，原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

自批准之日起终止；批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6,000 万元，股本总额为 6,000 万

股，每股 1 元。2010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人获得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沪股份字[2010]0206 号）。 

8. 根据众华于 2010 年 5 月 5 日出具的《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筹）

设立验资报告》（沪众会字[2010]第 3276 号）（以下简称“《验资报告》”）记载，

发行人的各发起人以其拥有的普元有限截至 2010 年 2 月 28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计

11,712.461738 万元认缴的出资额，按 1:0.51227488586 的比例折算成发行人的股

本 6,000 万股，溢余净资产 5,712.461738 万元计作资本公积，截至 2010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已收到全体发起人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6,000 万元。 

9. 根据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20 日的发行人《创立大会决议》，全体 50 名发起

人股东均参加了发行人创立大会，代表股份数额 6,000 万股，占发行人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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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关于变更设立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的工作报告》；（2）《关于变更设立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3）《关于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4）

《关于变更设立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费用的议案》；（5）《关于上海普

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程（草案）的报告》；（6）《关于产生上海普元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提案》；（7）《关于确定上海普元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8）《关于选举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员的提案》；（9）《关于授权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理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手续的议案》。 

10.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向发行人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310115000748290（市局）），核准发行人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中

外合资、未上市），外资比例低于 25%，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自产产品，系统集成的研发、维护（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经营期限为 2003 年 3 月 26 日至不约定期限。 

基于上述，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及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已取得上海市商委的批准；《发起人协议》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不存在因《发起人协议》引起的与其设立行为相关的潜

在纠纷；发行人设立过程中已经依法履行了资产评估、审计、验资等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发行人的业务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向发行人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8756174J），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

的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硬件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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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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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面

向金融、政务、能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

靠的云应用平台、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该等业务独立

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行人拥有独立的研发、

销售、采购体系，不存在产品开发或销售依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情况，独立面向市场开展业务。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独立从事其经营范围中的业务。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九章“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五）同业竞争”所述，发

行人的业务范围独立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发行

人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据此，发行人的业务独立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 

（二）发行人的资产 

根据发行人的《发起人协议》，发起人以其持有的普元有限经审计确认的净

资产值作为出资投入发行人，经发行人设立时的《验资报告》验证，发行人设立

时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各发起人已按照约定将有关出资资产投入发行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拥有独立的与其经营有关的业

务体系及相关资产。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十章“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所述，发行人

对该等资产拥有合法权益，发行人具备与经营有关的技术、知识产权及相应资质

或证书，该等资产由发行人独立拥有，不存在被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

管理制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

的情形。 

据此，发行人的资产独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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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的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其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发行人及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说明，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均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

职或领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相关核心技术人员提供的说明，与发行人业

务相关的核心技术人员均在发行人处任职，未在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其他公司兼任职务，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

在人员重叠。发行人建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制度和独立的工资管理制度，独立支

付工资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据此，发行人的人员独立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发行人的财务 

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

出的合理判断，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范，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发行人

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

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发行人已依法独立在银行设立账户，未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享账户。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依法独立履行纳税申报及缴纳义务，已领取了上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核发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8756174J），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建立了独立的工资管理制度，

在有关社会保障、薪酬、住房公积金等方面均实行独立管理。 

据此，发行人的财务独立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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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机构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及《公司章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和高级管理层。《公司

章程》对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董事会下设立审

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并建立了独立董事制

度。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需要设

置了总经理室、各事业部、软件产品部、财务部、市场部、人力资源部、行政部

等职能机构或部门，拥有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据此，发行人的机构独立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六）发行人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发行人拥有独立开展业务所

需的场所、资产、经营机构、人员和能力，发行人独立从事其《营业执照》所核

定的经营范围中的业务，未因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而使发

行人经营自主权的完整性、独立性受到不利影响。 

据此，发行人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基于上述，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独立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

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陷。 

 

六、 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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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四章“发行人的设立”之“（二）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

格、条件及方式”所述，发行人系由普元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人的发起人共有 50 名，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 50 名发起人中，新开发、天津和光、合业众源、

创明泽志和千泉投资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或中外

合作企业；刘亚东等 45 位境内外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前述发起人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人并进行

出资的资格；除 HUANG LIU QING、沈惠中为外籍自然人之外，刘亚东、新开

发等 48 名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超过发起人总人数的半数；发行人的发起

人为 50 名。据此，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起人的出资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四章“发行人的设立”所述，全体发起人系以普元有限经

审计的截至 2010 年 2 月 28 日的净资产值 11,712.461738 万元作为出资投入发行

人；普元有限的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各自拥有的普元有限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值认

购发行人的股份。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已经过评估、验资和政府主管部门的

确认。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0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

的注册资本共计 6,000 万元，发起人已履行足额的出资义务。 

据此，发行人的各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产权清晰，发行人上述资产投入

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发起人投入发行人资产的权属变更 

发行人系由普元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普元有限的资产、业务、债

权和债务概由发行人承继，因此不存在发起人将其投入发行人的资产或权利的权

属转移或者过户至发行人的情形。 

（四）除发起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七章“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所述，发行人由普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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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后经过若干次股份转让和增资，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起人中新开发、赵文峰、陆峰、沈惠中、杨玉斌、史正

富及 Huang Liuqing 已不再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发行人除发起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26 名。 

（五）关于发行人目前股东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

其登记备案情况的核查 

天津和光、君度德瑞、东土创赢、网宿晨徽、鲲程一号均已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的规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其各自的管理人均已完成在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根据相关股

东出具的说明、本所律师分别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进行企业工商

公示信息查询、基金业协会网站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公示信息查询、

以及其他途径进行公开信息查询和检索等方式所作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除天津和光、君度德瑞、网宿晨徽、东土创赢及鲲程一号以外的发行人

其他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刘亚东直接持有发行人

2,277.1802 万股股份，通过合业众源、创明泽志、千泉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 22.8689

万股股份，合计持有发行人 2,300.0491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32.1460%，

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四章“发行人的设立”及第七章“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所述，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更。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和股本结构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四章“发行人的设立”之“（二）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

格、条件及方式”所述，2010 年 4 月 20 日，上海市商委下发《市商务委关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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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上海普元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沪商

外资批[2010]978 号），批准由普元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行人的发起人，将普元有

限整体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资比例小于 25%），各发起人投入

发行人的出资额折为 6,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 1 元，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6,000

万元。 

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新开发为国有控股的非法人制的中外合作企业，根据财

政部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财政部关于上海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财金函[2010]179 号，以下简称“179 号批复”），批准

发行人股东总数 50 户，总股本 6,000 万股；其中，新开发作为国有控股的创业投

资企业是国有股东，持股数量为 872.7271 万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14.55%；其

他股东 49 户，合计持股数量 5,127.2729 万股，占总股本的 85.45%。根据上述 179

号批复，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性质 

新开发 872.7271 14.55% 国有 

其他股东 5,127.2729 85.45% 非国有 

合计 6,000.0000 100% - 

基于上述，发行人设立时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已获得财政部批准，该等国有

股权管理方案及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不存在潜在纠纷及风险。 

（二）发行人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后的历次股本变动都已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并获得有权部门的批准，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股东所持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股东的确认、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各股东所持发行人股

份不存在被质押及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或

保全的情形。 

 

八、 发行人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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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与经营方式 

1.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向发行人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8756174J），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

的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硬件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专

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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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实际经营

一种业务，即为面向金融、政务、能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云应用平台、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

务，发行人上述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均在其《营业执照》所载的经营范围之内，

发行人开展的经营活动与其经批准的经营范围相一致。 

2. 发行人的经营方式 

根据《招股说明书》以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方式为为金融、

政务、能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云应

用平台、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 

基于上述，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可以开展相关业务和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的业务变更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向发行人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10115000748290（市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的开

发，销售自产产品，系统集成的研发、维护（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013 年 2 月 1 日，发行人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的经营范

围，根据上海市工商局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向发行人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10115000748290），公司经核准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的

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硬件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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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及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发行人所作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最近两年来发行人一直从事，面向

金融、政务、能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的云应用平台、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发行人的主营业

务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最近两年来主要从事，面向

金融、政务、能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的云应用平台、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其主营业务未发

生过变更。 

根据《审计报告》与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 月至 3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15,370,556.73 元、317,274,163.48 元、

340,191,647.22 元和 18,752,654.94 元，均占当期发行人营业收入的 100%。 

基于上述，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四）发行人持续经营的能力 

发行人目前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8756174J），发行人的经营期限为 2003 年 3

月 26 日至不约定期限。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

发行人解散或清算的情形；也不存在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被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

关闭或者被撤销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而被人民法院

依法解散的情形。此外，发行人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基于上述，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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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

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 号）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审计

报告》和发行人所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关联方如下： 

1.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刘亚东直接持有发行人 2,277.1802 万股股份，通过合业众源、创明泽志、千

泉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 22.8689 万股，合计持有发行人 2,300.0491 万股股份，占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32.1460%，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除控股股东以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包括： 

序号 关联方姓名或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系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君度德瑞 
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872.7271 12.1974 

2  王岚 
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540.2597 7.5508 

3.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单独或者共同控制、投资的其他

企业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亚东及其配偶孙征共同控制北京大道智胜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其中，刘亚东持有该公司 10%

的股权，刘亚东配偶孙征持有该公司 90%的股权。孙征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

经理。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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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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说明，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实际开展业务。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亚东及其配偶孙征共同投资北京阿尤卡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767 万元，其中，刘亚东及其配偶孙征

各自持有该公司 16.9779%的股权。刘亚东担任该公司的监事，孙征担任该公司的

董事长兼经理。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网络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商务

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

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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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说明，该公司暂

未正式对外开展业务，尚在进行对个人用户情绪管理相关的 App 产品的研发阶段。 

除上述公司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亚东投资的其他企业包括

合业众源、创明泽志、千泉投资，合业众源、创明泽志、千泉投资的具体情况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六章“发起人和股东”之“（一）发起人”。 

4. 发行人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普元智慧、广州普齐、

西安普云、普元金融、普元天津和苏州普元。前述全资子公司的具体情况详见本

法律意见书第十章“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一）发行人的对外投资权益”。 

5.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关联方姓名 与发行人的关系 

1  刘亚东 董事长（兼总经理） 

2  杨玉宝 董事（兼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  司建伟 董事（兼副总经理） 

4  夏子帮 董事 

5  施俭 独立董事 

6  易爱民 独立董事 

7  周辉 独立董事 

8  陈凌 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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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姓名 与发行人的关系 

9  黄庆敬 监事 

10  刘开锋 监事 

11  聂拥军 副总经理 

12  焦烈焱 副总经理 

13  逯亚娟 董事会秘书 

6.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

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7.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或与其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者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康博儿童鞋业

（北京）有限

公司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刘亚东弟

弟刘剑持股

49.82%，并任董事的

企业 

设计、委托生产鞋；销售自产

产品、服装、鞋帽、箱包、玩

具；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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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委托生

产鞋；销售自

产产品、服装、

鞋帽、箱包、

玩具；货物进

出口 

2 
南京麦瑞肯实

业有限公司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刘亚东弟

弟刘剑持股 40%，并

任董事长的企业 

通信设备（不含卫星设备）、机

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不含稀有金属）、五金交

电（不含助力车）、汽车配件、

办公用品、服装、粮油（零售）、

罐装饮料的销售；计算机、数

控机床技术开发、交通运输服

务。 

通讯设备的经

销 

3 
北京楚星融智

咨询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周

辉持股 80%并任执

行董事，其配偶耿艳

艳任经理的企业 

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策划、设计；技术开发；销售

自行开发的产品；教育咨询（不

含中介服务）。（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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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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北京融智协同

技术培训有限

公司 

北京楚星融智咨询

有限公司持股 40%，

发行人独立董事周

辉配偶耿艳艳持股

40%并任执行董事、

经理的企业 

技术培训；企业管理咨询；销

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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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培训；企

业管理咨询；

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

备；软件开发 

8.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共

同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主营

业务 

1 

上海邦瑞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发 行 人 持 股

5%以上股东王

岚控制的企业 

王 岚 持 股

99.90% 

蒋 明 佳 持 股

0.10% 

计算机硬件及耗材、办公设备的

开发、设计、销售，网络技术咨

询（除经纪），自有房屋租赁，

投资咨询，商务咨询（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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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有

房 产

租赁 

2 

上海煕和堂

健康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发 行 人 持 股

5%以上股东王

岚控制的企业 

王岚持股 95% 

蒋 明 华 持 股

5% 

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

动、心理咨询），美容（详见许

可证），保健按摩，健身器材、

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食品流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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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开

展 具

体 业

务 

3 

上海煕和堂

中医门诊部

有限公司 

发 行 人 持 股

5%以上股东王

岚控制的企业 

上海煕和堂健

康管理咨询有

限 公 司 持 股

90% 

李辛持股 10%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

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专

业；儿科专业；骨伤科专业；针

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详见执

业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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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医

门诊 

4 

上海自道精

舍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发 行 人 持 股

5%以上股东王

岚控制的企业 

王 岚 持 股

99.5% 

蒋 明 佳 持 股

0.5% 

文化、艺术、体育交流活动的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会展服务，

礼仪服务，各类广告的设计、制

作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图文设

计、制作，商务信息咨询（除经

纪），工艺礼品、日用百货、服

太 极

拳 教

学 、

中 医

讲 座

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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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主营

业务 

装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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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交

流 业

务 

5 

上海素儒企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发 行 人 持 股

5%以上股东王

岚控制的企业 

上海自道精舍

文化传播有限

公 司 持 股

100% 

企业管理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

划,体育赛事活动策划，市场营销

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系统

内职（员）工培训，设计、制作

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

告，图文设计、制作，日用百货、

工艺礼品、服装服饰的批发、零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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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业

管 理

咨询 

9.其他关联方 

新开发系报告期内曾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2017 年 11 月，新开发

将其所持发行人的全部股份转让予君度德瑞。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新开发

54.20%的出资份额，是新开发的控股股东；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开行”）则持有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鉴于报告期内发行人

存在持续向国开行提供技术服务的交易，故从审慎角度考虑，将国开行界定为发

行人的关联方。 

10. 报告期内曾是公司关联方的企业、自然人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海普云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注销 

投资咨询，企业咨询管理，

企业营销策划，计算机软件

开发，计算机硬件设备及配

件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

成，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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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 Primeton 

Software,Inc.股

权[注] 

2 上海卓麟楼 发行人副总经理焦烈焱配偶 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的设 建筑智能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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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方名称 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宇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刘谨曾持股 60%，已于 2017

年 12月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 

计、施工，公共安全防范工

程的设计、施工、维修，从

事智能自控系统设备、网

络、水暖设备、电子产品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

空调、水暖设备、计算机设

备的安装、维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自控设备、机电设备的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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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的设计、供

应、施工和维

护服务，以安

防系统为核心

的知识产权产

品的软硬件研

发 

3 陈菁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董事 - - 

4 连向阳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独立

董事 

- - 

5 卢雄波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监事 - - 

6 陈阳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监事 - - 

7 蔡陈菲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监事 - - 

8 郑治国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监事 - - 

9 郑理 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监事 - - 

[注：Primeton Software,Inc.已于 2015 年注销。] 

（二）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除发行人向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重大关联交

易如下： 

1. 与上海邦瑞的房屋租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上海邦瑞承租位于上海张江碧波路 456 号中科大研发中

心四楼的房屋，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期限 位置 面积 租金 

1 上海邦瑞 普 元 信 自 2015 年 碧波路 456 号 1,753.85 平方 日租金 3.1 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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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中科大研

发中心”四楼

A401、A402、

A403、A404、

A405、A406 

米 米（不含物业管理

费） 

2 上海邦瑞 
普 元 信

息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碧波路 456 号

“中科大研

发中心”四楼

A401、A402、

A403、A404、

A405、A406 

1,753.85 平方

米 

日租金 3.30 元/平

方米（不含物业管

理费 0.3 元/平方

米）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出租方上海邦瑞已就该等租赁

物业取得《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编号：沪房地浦字（2003）第 074300 号）。 

2. 向国开行提供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国开行提供技术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1 
2013 年-2015 年平台类系统专家支持项

目合同 
- - - 432.08 

2 IT 架构管理系统二期建设项目合同 - - - 371.89 

3 2015 年数据管理系统完善项目 - - - 324.00 

4 
2015 至 2017 年度统一软件环境（USE）

完善与支持合同 
- - - 185.48 

5 持续集成平台功能扩展项目 - - - 52.08 

6 IT 技术服务平台-包 2：咨询服务类 - - - 20.99 

7 2015 数据管理系统运维项目合同 - - 232.64 - 

8 
2015 至 2017 年度统一软件环境（USE）

完善与支持合同 
- - 193.36 - 

9 
统一软件环境（USE）平台 2.0 建设项

目统一交付平台（CDP）项目 
- - 125.28 - 

10 
统一软件环境（USE）平台 2.0 建设项

目-分布式服务框架（DSF） 
- - 106.81 - 

11 
统一软件环境（USE）2.0 建设项目-云

应用管理平台 
- 227.12 - - 

12 2016-2018 年持续集成平台运行支持服 - 1,03.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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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务 

13 软件度量体系建设项目 - 86.79 - - 

14 2015 年数据管理系统完善项目 - 36.00 - - 

合计 - 453.69 658.10 1,386.51 

（三）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1. 发行人股东大会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确认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A 股 IPO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及其公允性的议案》。据此，发行人股东大会已对报

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予以确认。 

2. 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审查意见 

发行人的独立董事施俭、易爱民、周辉就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核查后

发表意见如下：“本人仔细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性质、内容以及主要条款，本

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而按照‘自愿，公平，等价、

有偿’的原则进行，内容真实、公平、合理、有效，在关联交易定价方面采用市

场价格定价，定价方式公允，符合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发行人与其关联

方订立的房屋租赁协议、技术服务协议是依据市场原则，按公平合理的价格及条

件订立的，不存在有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

议事规则》中均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和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等事项。此外，

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

后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价格、关联交易的

决策权限和决策程序及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发行人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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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A 股 IPO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及其公允性的议案》；发行人

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A 股 IPO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及其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于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本人仔细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性质、内

容以及主要条款，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而按照

‘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内容真实、公平、合理、有效，在关

联交易定价方面采用市场价格定价，定价方式公允，符合《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

益的行为。” 

基于上述，发行人已采取了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了保护，不存在

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治理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发行人

股东大会、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有关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执行制度和信息

披露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

保证发行人在关联交易中进行公允决策，保护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 

（五）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发行人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

软件的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硬件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

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目前，面向金融、政务、能

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云应用平台、

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关联法人主要从事业

务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九章“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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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根据发行人与其关联方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时关联方目前

所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从事的业务存在明显差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不存在从事相同、类似或相竞争业务的情形。 

（六）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亚东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在其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 

1. 刘亚东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或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

或协助经营或参与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活动，亦没有在任何与

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公司或企业拥有任何权益（不论直接或

间接）。 

2.刘亚东保证及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或参与或从事与

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3. 刘亚东如拟出售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它资产、业务

或权益，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刘亚东将尽最大努力使有关交易的价格公平

合理，且该等交易价格按与独立第三方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交易价格为基础确定。 

4. 刘亚东将依法律、法规及公司的规定向公司及有关机构或部门及时披露与

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权益的详情。 

5.自本函签署之日起，若公司及其子公司未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而导致刘亚

东及刘亚东所控制的其他公司及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竞争，

刘亚东将终止从事该业务，或由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业务所涉资产或股

权，或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将该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

方。 

6.刘亚东将不会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进行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其它

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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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实际执行过程中，刘亚东违反首次公开发行时已作出的承诺，将采取以

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得到执行、无法执行或无法按期执行的原因；

（2）向公司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或替代承诺，以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3）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4）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

依法赔偿损失；（5）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6）其他根据届时规

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基于上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经采取积极措施，有效防止因

同业竞争可能对发行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有效，具有法律约

束力。 

（七）发行人对有关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事项的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已就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与

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的情形。 

基于上述，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关联交易的披露均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与发行人之间的同

业竞争。 

 

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对外投资权益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拥有 6 家子公司，分别为普元智慧、广州普齐、西安普云、普元金融、普元天津

和苏州普元。 

发行人直接合法持有以上各公司 100%的股权。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

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在其拥有的全资子公司的股权

上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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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1、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产权证书、所作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广州普齐拥有 4 处房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广州普齐合法拥有上述房产的所有权。 

2. 发行人租赁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所作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九章“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二）重大

关联交易”所述发行人向上海邦瑞租赁房产之外，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还存在

10 处租赁房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3 处未取得或者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明的租赁房产不会

对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上述 10 处租赁房产的

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不会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发行人作为承

租方在该等合同项下的权利可获得相关法律的保护。 

（三）发行人拥有的无形资产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包括 24 已授权专利、

20 项注册商标、166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 3 项已备案的域名。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就上述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和域名取得了有关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书，是上述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和域名的合法权利人。 

（四）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经营、管理设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经营、管理设备包括

办公设备、办公家具、服务器、电脑设备等。根据《审计报告》记载，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账面价值为 444,737.83 元的运输工具、1,792,232.82 元

的电子设备以及 469,000.74 元的办公家具，上述主要经营、管理设备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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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为 9,377,470.05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主要经营、管理设备的所有权。 

（五）发行人主要财产的纠纷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上述主要财产为发行人合法拥

有，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六）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行使权利的限制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的上述主要财产不存在所有权或

使用权行使受到限制的情形。发行人未对其拥有的主要财产设置抵押、质押或其

他权利限制。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的重大合同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提供的、其已履行和正在履行（对于发行人与客户签

订的合同/协议而言，以发行人向客户交付或者提供合同/协议项下约定的软件产

品和技术服务为准，下同）的以下重大合同/协议，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九章“关联

交易和同业竞争”所述之关联交易合同/协议及特别说明外，发行人的重大合同是

指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等具有重要

影响的、报告期内已履行和正在履行的、金额 800 万元以上的销售合同，金额 400

万元以上的采购合同（与同一交易主体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连续发生的相同内容或

性质的合同累计计算）以及所有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以下简称“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所作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签署

的重大合同内容合法、有效。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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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九章“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二）重大关联交易”

所述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债权

债务关系。 

根据《审计报告》、本所律师的核查以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应付款的合法性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

金额在 250 万元以上（包括 25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

金额在 250 万元以上（包括 250 万元）的其他应付款。 

基于上述，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所作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

人存在的其他应收款、应付款均因正常经营而产生，合法有效。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重大收购兼并和资产转让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自设立以来未发生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

的情况；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增资扩股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七章“发行人

的股本及其演变”所述。 

（二）发行人拟进行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并无于近期拟进行合并、分立、

减少注册资本、增资扩股（本次发行及上市除外）以及其他资产置换、资产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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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出售或收购的安排或计划。 

 

十三、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及报告期内的修订已履行法定程序。发行人《公

司章程》和发行人上市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的组织机构 

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总经理等健全的组织机构，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具

有规范的运行制度。 

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

修订）》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

保证发行人的规范运作。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资料的核查，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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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资料的核查，发行人报

告期内的历次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系根据发行人《公司

章程》及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做出，已履行必要的程序，合法有效。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任职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公司章程》

规定不得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发行人最近两年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任职的

变化情况 

发行人最近两年内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内的变更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发行人的独立董事制度 

发行人已建立了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上市

章程的规定。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办理了税务登记，执行的税种、

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

和单项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政府补助项目的扶持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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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纳税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和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主要从事面向金融、政务、能

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云应用平台、

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发行人所处行业不属于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重污染行业。另外，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不涉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问题。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通过相关环境保护局网站所作的行政处罚

信息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因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而受到环境保护部门行政处罚的记录。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

违反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内部审批 

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通过

的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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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云应用平台研发升级项目 14,902.12 14,902.12 

2 大数据中台研发升级项目 12,113.26 12,113.26 

3 研发技术中心升级项目 6,413.36 6,413.36 

合计 33,428.74 33,428.74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备案情况 

项目名称 
备案文件 

备案单位 备案项目编号 

云应用平台研发升级项目 
张江高科技园

区管委会 

上海代码：3101157487561742019D2202001； 

国家代码：2019-310000-65-03-002821 

大数据中台研发升级项目 
张江高科技园

区管委会 

上海代码：3101157487561742019D2202002； 

国家代码：2019-310000-65-03-002820 

研发技术中心升级项目 
张江高科技园

区管委会 

上海代码：3101157487561742019D2202003； 

国家代码：2019-310000-65-03-002816 

基于上述，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募集资金用途已经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

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决策或批准程序。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

述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不涉及与他人进行合作、直接使用新增土地、需要办理环

评审批的情况。 

 

十九、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的关系 

1.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审核《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的业务未来三

年的发展目标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基础平台领先厂商，以创新技术为各

行业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平台产品及专业技术服务，持续帮助用户提

升信息化建设水平。 

1.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的《营业执照》、《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主营

业务为，面向金融、政务、能源、电信、制造业等行业大中型用户，提供自主可

控、安全可靠的云应用平台、大数据中台和 SOA 集成平台软件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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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致。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法律风险 

根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2013 年修正）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基于上述，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以及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涉及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本法律意见书所称的重

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对发行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而言，系指对发行

人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单笔争议标的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的诉讼、仲裁和行

政处罚案件，对个人而言，是指单笔争议标的在人民币 30 万元以上的诉讼、仲

裁和行政处罚案件。 

（一）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

涉诉情况 

1.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以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

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2.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亚东出具的说明，

其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3.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君度德瑞和王岚出具的说明，君度德瑞和王岚不存

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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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基于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

的主要股东以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涉诉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刘亚东出具的说明，发行人董

事长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案件。 

基于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本所律师对已经存在的诉讼、仲裁的调查和了解受到下列因素的限制： 

本所律师的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出的声明保证以及有关陈述和说

明是按照诚实和信用的原则作出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基于中国

目前法院、仲裁院的案件受理程序和公告体制，本所律师对于发行人、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及发行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已

经存在的重大法律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的核查尚无法穷尽。 

 

二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和讨论，但对其进行了总括性的审阅，

对《招股说明书》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作了审查。经审查，《招股说明

书》不会因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二十二、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调整适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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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的决定》、《首发办法》及《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不存在影响本次

发行及上市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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