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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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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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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作为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已分别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2009 年 8 月 3 日、2009 年 11

月 27 日、2009 年 12 月 18 日、2010 年 1 月 13 日、2010 年 1 月 22 日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为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

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应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核

查，并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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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相关内容的补充或进一步说明，

并构成上述法律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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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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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对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中心资产形

成的影响 

 

2010 年 3 月 16 日，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股份”）的年度审计机

构北京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紫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中兴华审字

（2010）第 097 号《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及紫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招股说明书，紫光股

份于 1999 年 8月 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0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该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45,740.47 万元，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北京紫光软件研发生产中心 13,101.00 

2 紫光电力监控保护及综合自动化系统 3,475.50 

3 一体化城市污水处理厂成套系统 4,437.00 

4 环保处理工艺模拟与仿真中心 3,780.00 

5 环保型一体化免冲厕具 3,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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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扩建全国营销和服务网络 3,000.00 

7 购买清华大学高新技术成果 10,000.00 

8 增加科技研究开发费用 3,500.00 

9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 

 合计 47,323.50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只有“北京紫光软件研发生产中心项目”与软件产品

开发和经营业务相关，北京紫光软件研发生产中心由信息系统事业部、网络系统

事业部、应用软件事业部、CAD 与信息事业部等部门组成，各事业部独立运营。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紫光软件研发生产中

心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135.73 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额 

1 CAD 与信息事业部         1,429.80  

2 网络系统事业部            99.89  

3 印前系统事业部            603.81  

4 自动化工程事业部         2,863.76  

5 企业信息事业部           558.97  

6 应用软件事业部 0.00 

7 北京清华紫光顺风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1,579.50  

8 清华紫光比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000.00  

 合计        11,135.73  

 

根据上表，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紫光股份没有将其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投入应用软件事业部。 

 

1999 年 7 月 22 日，应用软件事业部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号

为 1101081073042 的非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名称为“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软件

中心”（以下简称“清华紫光软件中心”）。2001 年 6 月 18 日，紫光股份以清华紫

光软件中心净资产及部分现金出资，联合其它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了发行人。 

 

综上，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紫光股份、发行人说明并经核查，本所经办

律师认为，紫光股份未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清华紫光软件中心，其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清华紫光软件中心资产的形成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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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紫光股份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一）紫光股份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内部批准及授权 

 

1、紫光股份向西安德天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003 年 11 月 3 日，紫光股份与西安德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天投资”）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紫光股份以 1.03 元/股的价格向德天投资转让其持有

的发行人 2,000 万股股份。德天投资于 2003 年 11 月向紫光股份支付了上述股份

转让款。 

 

紫光股份在上述股份转让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2001 年度股东年会修订）第

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五）决定所涉资金低于公司上

一会计年度末净资产 10%的资产处臵方案，包括设立合资公司，收购，资产出售、

出租、剥离、臵换、分拆，资产抵押等担保事项及其他资产处臵方案；……”  

 

根据紫光股份 2002 年年度报告，紫光股份 2002 年末净资产为 62,587.98 万

元（经审计），紫光股份出售发行人股份所得为 2,060 万元，低于紫光股份 2002

年度末净资产的 10%。据此，紫光股份向德天投资转让发行人股份已经其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其公司章程的规定。 

 

2、紫光股份向北京华源兴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000 年 6 月 1 日，紫光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授权紫光股份总裁决

定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资产处臵方案。2004 年 9 月 10 日，紫光股份

总裁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授权与北京华源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源兴业”）签署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紫光股份以 1.0 元/股的价格

向华源兴业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 300 万股股份。紫光股份合计向华源兴业转让

发行人 600 万股股份，收取股款 600 万元。根据紫光股份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及

其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授权，紫光股份向华源兴业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已获得公司内部批准与授权。 

 

（二）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的确认意见 

 

1、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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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章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批准程序”

规定如下： 

 

第二十五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所出资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所出资企业决定其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重要子企业的

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

其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需预先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第三十七条 政企尚未分开的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由主管财政部门批准，具体比照本办法执行。 

 

2003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2003]3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

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设立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清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复

函》同意清华大学将其全资企业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依法改制为清华控股，代

表学校统一持有、经营、监督和管理校办企业及学校对外投资的股权，并承担相

应的保值增值责任。 

 

根据紫光股份 2003 年年度报告，2003 年清华大学已将清华大学所投资的所

有企业的股权资产（包含紫光股份当时控股股东清华紫光（集团）总公司的 100%

股权）无偿划转到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已改制为由清

华大学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 6 日，教育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务院国资委”）教技发函[2003]23 号《教育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同意清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案和章程有关问题的批复》核准《清华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组建方案》（以下简称“《组建方案》”）。根据《组建方案》，清华控

股由清华大学管理，清华大学设立“清华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作为清华大

学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代表清华大学行使对清华控股的出资人权利。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有关企业的国有资产，清华控股在其职权范围内可

自主决定（对公司制企业需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决定或参与决定）重组、转让、

租赁与购并。清华控股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要依法保证有关上市公司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综上，清华控股代表清华大学统一持有、经营、监督和管理校办企业及学校

对外投资的股权，其作为清华大学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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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制企业需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决定或参与决定）其子企业的产权转让（重

要子企业及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除外），但应依法保证有关上市公

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发行人与清华控股的关系 

 

在紫光股份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期间，清华控股代表清华大学持有清华

紫光（集团）总公司 100%股权。清华紫光（集团）总公司持有紫光股份 62.11%

的股份，为紫光股份控股股东，清华控股间接控股紫光股份。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清华控股作为清华大学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持有紫光股份 31.62%股

份，为紫光股份第一大股东。 

 

在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紫光股份原持有发行人 65%股权，发行人为

清华控股通过紫光股份间接控股的子企业。 

 

3、发行人并非紫光股份和清华控股的重要子企业 

 

自 2001 年发行人设立至 2003 年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份期间，发行人不是

紫光股份和清华控股的重要子企业，原因如下： 

 

（1）所占资产比重较低 

 

2001 年—2003 年，紫光股份在发行人中所占权益与其合并报表股东权益的对

比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03.12.31 2002.12.31 2001.12.31 

紫光股份在发行人中所占权益 2,471.54 2,305.95 2,674.65 

紫光股份股东权益 65,054.01 62,587.98 59,509.63 

所占比重 3.80% 3.68% 4.49% 

数据来源：紫光股份 2001 年—2003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01 年—2003 年审计报告 

 

根据上表，2001 年—2003 年，紫光股份在发行人中所占权益与其合并报表股

东权益相比所占比重较低，均不超过 5%。 

 

（2）所占业务比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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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2003 年，发行人与紫光股份的主营业务收入对比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03 年度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 5,058.67 5,278.85 3,929.67 

紫光股份主营业务收入 230,080.51 189,905.67 146,534.98 

所占比重 2.20% 2.78% 2.68% 

数据来源：紫光股份 2001 年—2003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01 年—2003 年审计报告 

 

根据上表，2001 年—2003 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占紫光股份的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很低，均不超过 3%。 

 

（3）发行人资产和业务在清华控股中所占比重较低 

 

2003 年，清华控股的净资产为 78.40 亿元，经营总收入为 126.48 亿元。发

行人 2003 年的净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在清华控股所占比重非常小，仅为 0.48%和

0.40%。 

 

（4） 上级主管机构的认定 

 

清华大学作为紫光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以及清华大学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

机构，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清校函[2010]23 号《关于确认紫光股份有限公

司过往对外投资处臵的函》，该函载明：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份时，发行人的

资产和收入规模较小，并非紫光股份、清华控股的重要子企业，上述股份转让系

紫光股份日常经营事项，紫光股份已按其公司章程履行了相关审批以及公告程序。 

 

综上，发行人不是紫光股份和清华控股的重要子企业。 

 

4、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份并不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 

 

综上，鉴于，在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份时，发行人并非紫光股份、清华控

股的重要子企业，且该等股份转让不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清华控股

可决定其通过紫光股份间接控股的子企业——发行人的股份转让事项。清华控股

已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对该等股份转让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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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华大学的确认意见 

 

2001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2001]5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问题的通知》同意体改办、教育部会

同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

证监会等部门研究提出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规定如下：“7、学校依据有关法规，对经营性国有资产具有占有、

使用、一定的处臵和收益分配的权利。学校对所管理的国有资产承担资产保值责

任，并对经营性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力，但不具体从事、也不干预企业的正常

经营活动”，“8、学校依法设立经营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资产经营公司，或从现有校

办企业中选择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全资企业（以下统称资产经营公司），代表学

校统一持有校办企业及学校对外投资的股权，负责经营、监督和管理，并承担相

应的保值增值责任”。 

 

如前所述，清华大学于 2003 年将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改制为清华控股，代

表清华大学统一持有、经营、监督和管理校办企业及学校对外投资的股权，并承

担相应的保值增值责任。 

 

2010 年 3 月 29 日，作为清华控股的出资人以及清华大学经营性国有资产的

管理机构，清华大学出具清校函[2010]23 号《关于确认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过往对

外投资处臵的函》，同意清华控股的确认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紫光股份相关董事会议案和股份转让协议中已经载明了紫光股份转让发行

人股份的数量、价格；紫光股份董事会和总裁已按其公司章程规定及董事会授权

审议通过了转让发行人股份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2、清华控股已对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份事项予以确认 

 

如前所述，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份时，发行人并非紫光股份、清华控股的

重要子企业，且该等股份转让不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清华控股可决

定其通过紫光股份间接控股的子企业——发行人的股份转让事项。清华控股已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对该等股份转让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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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组建方案》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相关规定，清华

控股与其当时间接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紫光股份作为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相互

之间应保持独立，清华控股应根据《公司法》及紫光股份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通

过紫光股份股东大会、董事会依法参与紫光股份经营事项（包括发行人股份转让

事项）的决策，保证紫光股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紫光股份董事会及总裁已经

根据紫光股份公司章程审议通过转让紫光华宇股份事项，该等决议、决定有效。 

 

3、清华大学作为清华控股的出资人以及清华大学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机

构，依法享有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及财政部授予的国有产权管

理职能，其已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对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权的事项予以确认。 

 

4、紫光股份转让发行人股份系其自身经营行为，符合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并

得到了负责其国有资产管理事宜并承担保值增值责任的清华控股、清华大学的事

后确认，该等股份转让具有法律效力并已履行完毕，不会致使发行人目前股权结

构发生变动、争议或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法律障

碍。 

 

三、 华源兴业通过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让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相

关问题 

 

（一）受让华源兴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的身份情况，与华源兴业的关

系，原委托持股人的关系，与本次发行前在册股东的关系 

 

2007 年 1 月 15 日至 2009 年 2 月 27 日，华源兴业通过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

让系统（以下简称“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向 16 名自然人转让了其持有的全部发行

人股份。 

 

1、16 名受让人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受让人 身份证号 住所 

1 常刚 342101197712020610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清河东路 556号 26幢

202 户 

2 陈春生 362134197303144736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北京西路 437 号 

3 陈俊 340202196507112810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东郊路 98号 2幢南单

元 502 室 

4 陈廷桂 340103195610054029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 305 号

15-3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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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蓉蓉 310107197112300820 上海市普陀区西谈家渡路 42 弄 46 号 

6 郭楠 110102197605303027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 10 楼 1 门 218 号 

7 胡寅 320211196207293413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中路 118 号 606

室 

8 邝肖新 440106194909100964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7 号大院 110 号

601 房 

9 林原 350102197912055013 上海市静安区西苏州街 85弄 19号 1101室 

10 刘文惠 352122197303150020 
福建省建阳市潭城中南街中山路 45号美食

城 C 幢 701 室 

11 吕伯平 52010219481230041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大新村 8-602 

12 王雅献 330104196501272720 
杭州市江干区三新家园东区9幢1单元101

室 

13 徐刚 110108195701176346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东 3 号楼 1004 号 

14 徐鑫培 310102480213443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192 弄 29 号

501 室 

15 周文涛 110106196902043314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西洼地 3 栋乙门 201

号 

16 朱瑾 31010419511016242X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255弄 11号 802室 

 

2、16 名受让人最近五年的履历情况 

 

常刚先生，中国国籍，32 岁，2004 年 1 月至今一直从事个人股票投资业务。 

 

陈春生先生，中国国籍，36 岁，2004 年 1 月至 2004 年 6 月就读于江西师范

大学；2004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江西师范大学。 

 

陈俊先生，中国国籍，44 岁，2004 年 1 月至今一直从事个人投资业务。 

 

陈廷桂女士，中国国籍，53 岁，2004 年 1 月至 2006 年 10 月就职于合肥市

卫生材料厂，2006 年 11 月退休后未从事其它工作。 

 

管蓉蓉女士，中国国籍，38 岁，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明方审计事务所

咨询有限公司。 

 

郭楠女士，中国国籍，33 岁，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发行人，任人力资源部

经理。 

 



11 
 

胡寅先生，中国国籍，47 岁，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江苏省电力无锡供电公

司。 

 

邝肖新女士，中国国籍，60 岁，1999 年于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退休，之

后未从事其它工作。 

 

林原先生，中国国籍，30 岁，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刘文惠女士，中国国籍，36 岁，2004 年 1 月至今一直从事股票投资、商铺投

资、服装店投资等业务。 

 

吕伯平先生，中国国籍，51 岁，2004 年至今就职于深圳大学信息工程有限公

司，任工程部经理。 

 

王雅献女士，中国国籍，45 岁，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杭州今日染料有限公

司，任经理。 

 

徐刚女士，中国国籍，53 岁，2004 年 1 月至 2008 年 3 月就职于青海普兰特

药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8 年 3 月离职后未从事其他工作。 

 

徐鑫培，中国国籍，61 岁，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徐汇商业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任综合部经理。 

 

周文涛先生，中国国籍，41 岁，2004 年 1 月至 2007 年 10 月就职于北京阿

特斯投资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07 年 11 月至今就职于国寿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任办公室主任。 

 

朱瑾女士，中国国籍，58 岁，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徐汇商业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3、16 名受让人与华源兴业、596 名委托持股人以及本次发行前在册股东的关

系 

 

2009 年 12 月 14 日，该 16 名股份受让人出具书面说明：本人通过代办股份

转让系统依法受让并持有发行人股份，并不存在代第三方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本人不曾委托第三方代持发行人股份，与华源兴业、曾委托华源兴业代持发行人

股份的委托持股人及发行人目前其它在册股东均没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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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14 日，华源兴业出具书面说明：本公司于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2 月期间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全部发行人股份，每笔交易

均由本公司与股份受让人独立协商确定出售价格、股数，本公司不存在按委托持

股人要求或经委托持股人撮合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易的情形。股份受让人与本公司

没有关联关系，均非原委托本公司代持发行人股份的委托持股人。 

 

根据股份受让人、华源兴业上述说明，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 16 名股份受

让人与华源兴业、曾委托华源兴业代持发行人股份的委托持股人及发行人目前其

它在册股东均没有关联关系。 

 

（二）上述股份转让价格的确定依据 

 

1、股份转让价格情况 

 

华源兴业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向 16 名自然人转让发行人股份明细如下： 

 

序

号 
受让人 

股份数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成交日期 

1  周文涛 60,000 7.30  438,000.00 2007/01/15 

2  周文涛 60,000 7.30  438,000.00 2007/01/17 

3  管蓉蓉 100,000 7.30  730,000.00 2007/01/29 

4  王雅献 30,000 7.50  225,000.00 2007/01/31 

5  陈俊 30,000 7.80  234,000.00 2007/02/02 

6  管蓉蓉 91,000 10.00  910,000.00 2007/04/05 

7  胡寅 30,000 10.00  300,000.00 2007/04/05 

8  邝肖新 100,000 10.00  1,000,000.00 2007/04/10 

9  朱瑾 100,000 13.00  1,300,000.00 2007/09/19 

10  徐鑫培 100,000 13.00  1,300,000.00 2007/09/20 

11  陈廷桂 40,000 13.50  540,000.00 2007/11/06 

12  林原 70,000 13.70  959,000.00 2007/12/27 

13  郭楠 110,000 13.50  1,485,000.00 2008/02/29 

14  陈春生 43,333 17.55  760,494.15 2008/03/21 

15  刘文惠 320,000 17.55  5,616,000.00 2008/03/25 

16  刘文惠 480,000 17.55  8,424,000.00 2008/03/31 

17  徐刚 200,000 14.20  2,840,000.00 2008/04/18 

18  刘文惠 670,000 3.10  2,077,000.00 2008/06/19 

19  刘文惠 630,000 3.20  2,016,000.00 2008/07/02 

20  常刚 500,000 5.75  2,875,000.00 200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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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吕伯平 440,000 4.50  1,980,000.00 2009/02/16 

22  刘文惠 570,000 4.30  2,451,000.00 2009/02/16 

23  刘文惠 1,290,000 4.10  5,289,000.00 2009/02/20 

24  刘文惠 1,116,367 4.10  4,577,104.70 2009/02/26 

25  刘文惠 30,000 5.30  159,000.00 2009/02/27 

 

2、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转让机制 

 

华源兴业转让发行人股份时适用中国证券业协会 2006年 1月 16日发布的《证

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

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试点办法》规定如下： 

 

第二十四条  投资者转让挂牌公司股份，须委托报价券商办理。 

 

第三十三条  投资者委托分为报价委托和成交确认委托…… 

 

第三十四条  投资者报价委托至少应注明股份名称、股份代码、股份账户、买

卖类别、拟买卖价格、股份数量、联系方式等内容。 

 

投资者成交确认委托至少应注明股份名称、股份代码、股份账户、买卖类别、

成交价格、股份数量、拟成交对手的报价券商等内容。 

 

第四十条 投资者达成转让意向后，应各自委托报价券商进行成交确认申报。 

 

第四十二条 报价系统对通过验证的成交确认申报信息进行匹配核对。核对无

误的，报价系统予以确认成交，并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发送成交确认结果。 

 

第四十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报价系统成交确认结果进行股份和资金的

逐笔清算。 

 

第四十四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在每个报价日终将资金清算数据发送结算银

行。结算银行依据资金清算数据，办理投资者之间的资金交收，并将资金交收结

果反馈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四十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据资金交收结果办理股份过户，资金交收不

成功的，不予过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股份过户后，将过户结果发送至报价

券商。 



14 
 

 

综上，根据上述规定，投资者交易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的，须委

托报价券商办理。投资者可对其拟出售或购买的公司股份进行报价委托，在与交

易对方就股份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后，各自委托报价券商进行成交确认申报。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依据双方资金交收结果办理股份过户。 

 

3、股份转让价格确定依据 

 

华源兴业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向 16 名自然人转让发行人股份，系买卖双方

根据《试点办法》上述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其他相关规定，在双方独立商定买

卖价格、买卖数量等内容后，各自委托报价券商进行成交确认申报，完成资金交

收及股份过户。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华源兴业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向 16 名自然人转

让发行人股份价格系由买卖双方根据《试点办法》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相关规定

自行协商确定。 

 

（三）上述股份转让的报价商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是否为同一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保荐机构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证券”）。 

 

华源兴业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向 16名自然人转让发行人股份的报价券商如

下表： 

 

序号 转让人 卖方券商 受让人 买方券商 

1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周文涛 国信证券代办 

2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周文涛 国信证券代办 

3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管蓉蓉 国信证券代办 

4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王雅献 申银万国代办 

5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陈俊 海通证券代办 

6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管蓉蓉 国信证券代办 

7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胡寅 申银万国代办 

8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邝肖新 国信证券代办 

9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朱瑾 申银万国代办 

10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徐鑫培 申银万国代办 

11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陈廷桂 国泰君安代办 

12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林原 申银万国代办 



15 
 

13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郭楠 国信证券代办 

14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陈春生 申银万国代办 

15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16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17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徐刚 国信证券代办 

18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19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20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常刚 国信证券代办 

21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吕伯平 国信证券代办 

22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23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24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25  华源兴业 国信证券代办 刘文惠 国信证券代办 

 

根据《试点办法》，投资者转让挂牌公司股份，须委托报价券商办理。投资

者卖出股份，须委托代理其买入该股份的报价券商办理。投资者达成转让意向后，

应各自委托报价券商进行成交确认申报。 

 

2006 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经由主办报价券商国信证券推荐进入代办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报价转让。鉴于华源兴业在发行人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转

让之前持有 600 万股公司股份，其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向 16 名自然人转让发行

人股份时，均须委托发行人主办报价券商国信证券办理。因此，上述股份转让的

卖方报价券商均为国信证券；买方自行选择报价券商并委托其办理股份转让业务，

部分买方报价券商为国信证券。 

 

根据国信证券说明，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股份交易过程中，证券公司接受

投资者委托，通过报价系统提供代理报价、成交确认和股份过户等服务。在国信

证券内部组织结构中，代办股份转让业务归属于经纪业务事业部管理；本次发行

相关的保荐、承销业务归属于投资银行事业部管理。国信证券于 2009 年 5 月 1 日

开始实施国信[2009]195 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隔离墙规则》，确保投资

银行（含承销与保荐、并购与重组财务顾问等）、经纪、自营、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研究等各项业务，在物理、人员、信息等方面的有效隔离。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根据《试点办法》，华源兴业通过代办股份转让

系统向 16名自然人转让发行人股份的卖方报价券商均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国信

证券，买方可自行选择报价券商并委托其办理股权转让业务，部分买方选择国信

证券作为其报价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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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源兴业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具体时点，与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的关系 

 

华源兴业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具体时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三章第（二）

节中的股份转让情况明细表，发行人审议本次发行并上市事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分别于 2009 年 7 月 16 日和 2009 年 7 月 23 日召开。华源兴业所持发行人股份

在 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2 月期间全部转让完毕。 

 

据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华源兴业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时点均在发行人

审议本次发行并上市事宜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之前，间隔在 4—30 个月

之间。 

 

（五）华源兴业赔偿上述购买者的进展情况 

 

根据华源兴业提供的汇款凭证、收条等相关文件，截至 2010 年 3 月 26 日，

华源兴业已经完成涉及发行人 483.5 万股股份的退款事宜，尚未完成的退款事宜

涉及发行人 98.2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股份总数的 1.77%。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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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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