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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引言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东方财富”）的委托，担任东方财富创业板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

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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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已于 2017 年 4 月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

律意见书”）、《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 

本所律师现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针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简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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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或变化的重大事项及本所律师认为

需要补充的事项进行补充或更新。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已经表述

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赘述。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相关定义与简称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本次发行、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人、东方财富、公司 指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东财信息 指 上海东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前身 

东方财富证券 指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天基金 指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东财研究所 指 上海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同信证券 指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 

宇通集团 指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久恒期货 指 同信久恒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同信投资 指 同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暂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编报规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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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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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执业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制定并适时修订的《东方财富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募集说明书》或募集说明

书 

指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申报稿）》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西藏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证监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最近三年审计报告 指 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0352

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184 号、信会师报

字[2017]第 ZA10419 号《审计报告》 

最近三年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 

报告期 指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仅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

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三、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布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或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

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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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律师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依赖于

相关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前，东方财富相关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

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于出具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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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三）本所律师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发行的相关法律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的事项为限）进行了核查验

证，确信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四）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东方财富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

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

见承担责任。 

（五）本所律师同意东方财富依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相关文件中部分

或全部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东方财富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东方财富应保证在发布相关文件之前取得本所及本所

律师对相关内容的确认，并在对相关文件进行任何修改时，及时知会本所及本所

律师。 

（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发行的法律问题发表律师意见，不对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

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东方财富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原法

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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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

作报告正文部分“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

查意见并无变更与调整。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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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进行了重新

核查，补充披露如下： 

2017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7714584745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记载，发行

人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嘉定区宝安公路 2999 号 1 幢 

法定代表人：其实 

注册资本：人民币 428,877.9718 万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以经营

许可证为准），企业投资咨询、策划，商务咨询，会务会展咨询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及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经营性互联网文化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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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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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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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进行了重新核查，补充披露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实质条件 

1、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具体

分析如下：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

构（参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及规范运作”的有关内容），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要求。 

（2）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及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财务状况

良好，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要求。 

（3）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立信会计师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

他重大违法行为（参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有关

内容），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公开发

行股票的各项条件。 

2、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条件，具体分析如下： 

（1）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419 号）

及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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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12,825,034,735.22 元（经审计）、

13,036,643,694.46（未经审计），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符合《证券法》第十六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可转债。根据发行

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为 13,036,643,694.46（未经审计），本次发行完成后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发行人

净资产的 40%，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65,723,821.57 元、1,848,571,186.42 元和

713,768,803.87 元。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和可转债的一般票面利率，发行

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平均净利润足以支付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一年的利息，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将用于补充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的营运资金，支持其各项业务

发展，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东方财富

证券的资本金，以扩展业务规模，优化业务结构，提高其综合竞争力。发行人和

东方财富证券的主营业务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所列的限制类或淘汰类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证券法》第十

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本次可转债的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

的最终利率水平，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

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根据《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在本

次发行前确定的可转债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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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条件，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利率由发行

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确定，其不得超过国务院

限定的利率水平。 

3、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东方财富证券的营运资金，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东方财富

证券的资本金。筹集资金未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暂行办法》规定的实质条件 

1、本次发行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关于发行证券的一般规定，具体分析

如下： 

（1）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184 号、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419 号），发行人 2015 年、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孰低者作为计算

依据）分别为 1,795,670,723.88 元、595,123,299.84 元，最近二年连续盈利，符合

《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2）经核查，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根据立信会计师

出具的《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420 号），发行人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严格遵循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经营成果真

实。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财务报告的可

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以及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第

二款规定。 

（3）根据发行人最近二年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发行

人 2015 年、2016 年现金分红金额分别为 18,538.92 万元（含税）、14,233.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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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占发行人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0.03%、19.94%，不少于当年度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10%，符合《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 

（4）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未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四

款规定。 

（5）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419 号）

及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负债合计为

14,154,690,060.54 元（经审计），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为 26,985,870,291.59 元

（经审计），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负债合计为 19,877,673,045.66 元（未经审

计），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为 32,919,578,053.87 元（未经审计）。资产负债率均

高于 45%，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五款规定。 

（6）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能够自

主经营管理。发行人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不存在资

金被发行人控股股东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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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六款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符合《暂行办法》第九条关于发行证券的一

般规定。 

2、本次发行符合《暂行办法》第十条关于不得发行证券的规定，不存在如

下情况： 

（1）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履行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 

（3）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

严重，或者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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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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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因违反证券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刑事处罚； 

（5）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或者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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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3、本次发行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

具体分析如下： 

（1）东方财富前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28.055.44 万元，其中对应首次公开发

行计划募集资金为 29,988.24 万元，超募资金 100,467.21 万元，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配套募集资金 397,599.99 万元。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东方财富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638 号），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东方财富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达到 479,535.02 万元，使

用比例达到 90.81%。东方财富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且使用进度和效果

与披露情况基本一致，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2）东方财富和东方财富证券的主营业务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所列的限制类或淘汰类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募集资金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要求。 

（3）东方财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使用主体为金融类企业，用途为

补充东方财富证券的营运资金，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东方

财富证券的资本金，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4）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其实先生。

本次发行完成后，东方财富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影

响东方财富经营的独立性，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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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本次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符合《暂行办法》

第十九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最短为一年”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本

次可转债的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由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

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的规定。 

6、本次可转债已委托具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资信评级机构将每年至少公告一次跟踪评级报告，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 

7、根据发行人的承诺，发行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期满后

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偿还债券余额本息的事项，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 

8、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及《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本次发行已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以及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9、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 

10、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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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状况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11、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已约定赎回

条款，规定发行人可以按事先约定的条件和价格赎回尚未转股的可转债，符合《暂

行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12、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已约定回售

条款，明确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

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本次可

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

或者全部本次可转债的权利，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13、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已约定转股

价格调整的原则及方式，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14、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已约定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并约定“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符合《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的

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须按《证券法》第十条的规定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暂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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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

作报告正文部分“四、发行人的设立”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并无变更与调

整。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

作报告正文部分“五、发行人的独立性”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并无变更与

调整。 

六、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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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进行了

重新核查，补充披露如下： 

（一）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根据发行人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的股东名册

及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前五大股东分

别为：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其实 境内自然人 1,025,516,767 23.91 

宇通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894,454 4.54 

沈友根 境内自然人 125,411,328 2.92 

陆丽丽 境内自然人 122,863,911 2.8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号 其他 103,359,268 2.41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述股东具备法律、法规规定担任发行人股

东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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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其实先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其

实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1,025,516,767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3.91%。其实先生系

中国境内的自然人，职务为发行人董事长。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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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进行了重新核查，

补充披露如下：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股本演变情况如下： 

1、2016 年度资本公积金 10 股转增 2 股 

经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以总股本 3,558,321,299 股为基

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共转增 711,664,259 股。本次转

增完成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 426,998.5558 万元。本次转增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根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授予的

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发行人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满足，向 156 名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18,794,160 股。本次行权发行已经立信会计师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5216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行权发行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 428,877.9718 万

元。本次行权发行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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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行人 2017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发行人总股本 4,288,779,718

股。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其实 境内自然人 1,025,516,767 23.91 

宇通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894,454 4.54 

沈友根 境内自然人 125,411,328 2.92 

陆丽丽 境内自然人 122,863,911 2.8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其他 103,359,268 2.41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042,557 2.3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7,538,880 1.57 

鲍一青 境内自然人 52,323,028 1.22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281,313 1.15 

史佳 境内自然人 48,667,872 1.13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的质押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的股票质押情况及发

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其实先生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质押股份数量（股） 

其实 1,025,516,767 510,667,520 

八、发行人的业务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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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业务进行了重新核查，补充披

露如下：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资质 

1、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1）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东方财富证券拥有 9 家分公司、79 家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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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新设立 3 家分公司、37 家营业部，均

持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原 3 家分公司、7 家营业

部持有新换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新增分公司、营业部获得的及原

营业部新换发的业务许可证情况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表一：东方财富

证券及其子公司的分支机构新取得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2）久恒期货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颁发的《经营证券期

货业务许可证》，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久恒期货拥有 3 家期货营业部，其中 2 家营业部持

有新换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新换发的业务许可证情况具体详见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附表一：东方财富证券及其子公司的分支机构新取得的经营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二）发行人的境外经营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香港设立东方财富（香港）有限公司，并由东方

财富（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控股东方财富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东方财富国际期货

有限公司、东方财富金融有限公司（开曼公司）三家公司，从事境外经营活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除东方财富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外，其余三家公司均未实际开展业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境外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东方财富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及 2017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4.95 万元、559.40 万元，占发行人营业总

收入比例低。 

除上述情况外，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

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正文部分“八、发行人的业务”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

见无其他变更与调整。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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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1-19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进行

了重新核查，补充披露如下： 

（一）关联方的界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于关联方的界定，主要依据现行有效的《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以该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为主要依据，发行人的关联方

主要有如下各方： 

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其实先生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发行人 23.91%的股

份。 

2、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宇通集团 过去 12 个月内，宇通集团曾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 

3、由上述第 1 项所述之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其实先生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外，其实先生及其妻子陆丽丽女士、父亲沈友根先生控制的其他

企业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权益比例 

上海优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 教育服务 其实先生持有 100% 

上海东方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5,000 未开展业务 
其实先生持有 99%，

陆丽丽女士持有 1% 

上海东方国际影视文化传播

公司 
500 文化传播 

其实先生持有 90%，

陆丽丽女士持有 10% 

上海水清木华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000 文化传播 陆丽丽女士持有 90% 

4、发行人的子公司及合营/联营企业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子公司的情况详见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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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之“（五）发行人的对外

投资”之“1、子公司”。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合营/联营企业如下： 

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上海漫道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直接持有其 27%的股权 

中证信用云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直接持有其 35%的股权 

5、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详见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章节所述。 

6、其他关联自然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中国证监会、深交

所或者发行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发行人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

发行人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7、其他关联方 

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发生过关联交易的其他关联方包括宇通集团

的子公司、上海漫道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及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

担任董事的公司。 

（二）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最近三年审计报告及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关

联交易所涉及的合同和协议、发行人就关联交易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资料等，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重大交易（年

度交易金额达到人民币 100 万元）情况如下（存在控制关系且已纳入发行人合并

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其相互间交易及母子公司交易已作抵销）： 

1、关联担保 

（1）2015 年 3 月，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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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保证合同》（公告保字第 02212015203701 号），发行人为子公司天天基金于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16 年 3 月 9 日期间的法人账户透支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为 20 亿元人民币。 

（2）2016 年 3 月，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告保字第 02212016260251 号），发行人为子公司天天基金于

2016 年 3 月 7 日至 2017 年 3 月 7 日期间的法人账户透支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为 20 亿元人民币。 

上述关联担保均经发行人 2014 及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

上述关联交易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 

2、关联方共同投资、资产转让 

（1）2016 年，发行人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3,250.00 万元与关联方上海漫道

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东方财富征信有限公司，东方财富征信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67%，上海漫道金融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3%。2016 年 7 月，东方财富征信有限公司工商

注册成立。 

2016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

海漫道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征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 年，发行人受让了上海漫道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东

方财富征信有限公司 33%股权，转让款合计 1,650 万元。受让完成后，公司持有

东方财富征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东方财富征信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6 年 11 月，前述股权转让所涉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办理完成。 

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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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和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宇通集团委托同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销其

公司债券项目，发生的承销服务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宇通集团 债券承销 4,250,000.00 1,280,000.00 -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小，无需提交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4、关联方受托管理 

报告期内，东方财富证券（同信证券）存在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受托

管理宇通集团及其子公司的资产的情形。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述关联交易

中已经履行完毕的共计 8 笔，尚在履行中的共计 1 笔。东方财富证券（同信证券）

于 2015 年确认的托管收益共计 481,344.09 元，2016 年确认的托管收益共计

1,230,608.51 元，2017 年上半年确认的托管收益共计 5,083.13 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小，无需提交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正文部分“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三）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

核查意见并无变更与调整。 

（四）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正文部分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四）同业竞争”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并

无变更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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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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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主要资产情况进行了重新核查，

补充披露如下： 

（一）自有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 1 宗土地使用权（按照土地使

用权证张数口径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使

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宗地号 

面积（平

方米） 
终止日期 

1 发行人 
沪（2017）徐字不动产

权第 003049 号 

徐汇区徐家汇街

道 126 街坊 1/1 丘 
34,894 

商业：2043.12.29 

办公：2053.12.29 

住宅：2073.12.29 

（二）自有房产、车位和在建项目 

1、自有房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 1 项房屋所有权，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房屋所

有权人 
房产证号 房屋坐落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发行人 
沪（2017）徐字不动产

权第 003049 号 
宛平南路 58 弄 3 号 1102 室 380.65 

2、自有车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取得 2 处车位，并取得相应的产权证书，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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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车位所

有权人 
房产证号 车位坐落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发行人 
沪（2017）徐字不动产

权第 003049 号 

58 弄小区地下室号地下 1 层车

位 200 
53.64 

2 
58 弄小区地下室号地下 1 层车

位 216 
53.64 

3、在建项目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嘉定新城 B16-1 地块商办项目新取得一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沪

嘉建（2017）FA31011420174562）。 

（二）租用的房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新承租的主要房屋（指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共计 5 处，具体补充披

露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地址 

面积（平

方米） 
租赁期限 权属证明 

1 
深圳东财金融数

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一

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福田区金田路中

洲大厦 19 楼 05 号 
923.58 

2017.3.21-

2020.4.30 
- 

2 

西藏东方财富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西藏东方财富

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

北大街 32 号院 2 号楼

13 层 1506 部分 

405 
与经营期

限相同 

X 京房权证海

字第 203049 号 

3 
西藏东方财富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甲申投资

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

路13号海辰大厦B座

101、201 室 

524.08 
2017.5.1-2

020.4.30 

济房权证历字

第 188304 号 

4 
西藏东方财富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莉 

武汉市武昌区联发九

都国际第 7 栋 20 层 2

号、3 号、4 号 

365.5 
2017.7.15-

2022.7.15 
- 

5 

西藏东方财富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达州鸿雁街证券

营业部 

肖光珍 

四川神达州市达川区

南外农业银行综合二

楼 

400 
2017.7.1-2

022.5.31 

达房权证南外

字第 017149 号 

（三）发行人的知识产权 

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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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新取得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

号 
名称 权利人 

著作权登记证

书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

期 

权利

取得

方式 

1 
东方财富非标准化金融资

产交易 Android 版软件 V1.0 

发行人 

2017SR106177 2015.9.30 

原始

取得 

2 
东方财富非标准化金融资

产交易 iPhone 版软件 V1.0 
2017SR106164 2015.9.30 

3 
东方财富非标准化金融资

产产品登记过户软件 V1.0 
2017SR106158 2016.1.04 

4 
东方财富非标准化金融资

产交易中台软件 V1.0 
2017SR106170 2015.9.10 

5 
东方财富非标准化金融资

产客服管理软件 V1.0 
2017SR106182 2015.11.13 

6 微兆资产管理软件 V1.0 
上海微兆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17SR210071 2016.12.3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法拥有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商标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新取得《商标注册证》的商标权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商标名称 申请号 类号 有效期至 

1 

发行人  

13260539 35 2025.8.13 

2 

 

13260626 36 2025.8.27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商标权。 

3、域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顶级国际域名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

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新取得《顶级国际域名证书》的域名如下： 

序号 域名 域名所有者 有效期至 

1 dongfanglicaishi.com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2.3 

本所律师认为，东方财富证券合法持有上述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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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1、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

人直接控股子公司和间接控股子公司发生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1.1 基本信息发生变动的子公司情况 

（1）东方财富证券 

东 方 财 富 证 券 现 持 有 的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540000710910420Y，住所为拉萨市北京中路 101 号，法定代表人陈宏，注册

资本 52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为证券

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承销与

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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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其 99.88%的股份，东财研究所

持有其 0.12%的股份。 

（2）天天基金 

天天基金现持有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682253629E，住

所为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二层，法定代表人其实，注册资本 33,8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

范围为基金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以经营许可证为准），

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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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3）东财研究所 

东财研究所现持有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046312860336，

住所为上海市徐汇区平福路 188 号 1 幢第三层，法定代表人陶涛，注册资本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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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为证券投资咨询，企业财务，企业管理，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系统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管理咨询，电脑及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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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 

（4）深圳东财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东财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319793815M，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3088 号中洲大厦

1905 室，法定代表人周向洋，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及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的

销售；企业投资咨询；企业营销、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会务会展策划；从

事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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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海东方财富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1.2 新设立的子公司情况 

（1）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10000MA1FL49J09，住所为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 2811 室，法定代

表人陈凯，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为发放贷款及相关咨询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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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其 70%的股权，天天基金持有其

19%的股权，东财研究所持有其 11%的股权。 

2、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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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

人直接参股公司发生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1）证通股份有限公司 

证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现 持 有 的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10000324360627T，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7 号 1 幢，

法定代表人王关荣，注册资本 251,875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经营范围为证券行业联网互通平台建设，金融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投

资与资产管理，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金银制品及饰品销售，

仓储服务（除危险品），货运代理，自有设备租赁，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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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其 0.99%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

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正文部分“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

查意见无其他变更与调整。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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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情况进行了重新

核查，补充披露如下： 

（一）重大合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指重大合同指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

尚未履行完毕的金额达到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

合同（业务合同除外，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十、发行人的主要资产”、“十二、发行人最近三年重大

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已涉及的，不再赘述）。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正文部分 “十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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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重大债权债务”所述事实情况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再新增其他重大授信

合同、担保合同。 

（二）侵权之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

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

生。 

十二、发行人最近三年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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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最近三年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

并进行了重新核查，补充披露如下：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合并、分立、增加和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补充事项期间增加

注册资本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一节）。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补充事项期间增加注册资本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发行人补充事项期间不存在

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资产收购 

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发生的重大资产收购情况如下： 

1、增资东方财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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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与部分募集资金利息对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的议案》，发行人拟使用自有资金 45,940.00 万元及部分募集资金利息 14,060.00 

万元对东方财富证券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 60,000.00 万元，东方财富证券增资

完成后，注册资本由 460,000.00 万元增至 520,000.00 万元。 

2017 年 6 月 27 日，东方财富证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议案》。 

2017 年 6 月 29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大信验字[2017]第 4-00028 号），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6 月 28 日止，东方财富

证券已收到发行人新增股本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发行人持有东方财富证券 99.88%的股份，东财研究所持

有同信证券 0.12%的股份。 

2017 年 7 月 26 日，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2016 年 11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发行人拟使用

超募资金 20,000.00 万元投资设立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财小贷”，具体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其中，发行人使用超募资金 14,000.00 

万元直接出资，持股比例为 70%；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天天基金出资 3,800.00 万

元，持股比例为 19%，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东财研究所出资 2,200.00 万元，持股比

例为 11%，相关出资款将由发行人使用超募资金以增资的方式划转至天天基金和

东财研究所。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徐汇

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复函》（沪金融办[2016]288 号），同意发行人作为

主要发起人在徐汇区发起设立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贷公司，拟注册地为上海市徐

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 2811 室，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范围为发放贷款及相关咨询活动，复函有效期为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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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1 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出具《关于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筹建验收合格的批复》（沪金融办[2017]130 号），经验收，上海

徐汇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基本具备上海市小额贷款公司设立条件。公司法

定代表人陈凯，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注册地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 2811

室。 

2017 年 4 月 5 日，上海顺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沪顺

会验字[2017]第 008 号），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上海徐汇东方财

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

亿元整。各股东均以货币形式出资。 

2017 年 7 月 19 日，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成立。 

除上述情况外，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

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正文部分“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所述事实情

况及律师核查意见无其他变更与调整。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发行人章程的修改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2017 年 6 月，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因发行人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288,779,718.00 元，发行人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因发行人于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本次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事项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公司章程的修改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其

现行有效的章程系按照有关制定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所起草并审议通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1-32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会议材料、决议等相关文件，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发行人共召开股东大会 9 次，董事会会议 50 次，监事会会议 33 次，相关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

报告正文部分“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无其他变更与调整。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事项期间，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报告正文部分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

见并无变更与调整。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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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税务情况进行了重新核查，补

充披露如下： 

（一）税种、税率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

中国境内子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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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

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

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3%、6%、11%、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及消费税计缴 5%、7%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缴 15%、25%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政府补贴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金额较为重大的

财政补贴，本所律师认为，该等政府补贴符合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真实、

有效。 

（三）合规纳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发行人报告期内能按时申报，依

法纳税，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及受到税务行政处罚记录。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

作报告正文部分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等标准”所述事实

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并无变更与调整。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

作报告正文部分“十八、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并无

变更与调整。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

作报告正文部分“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所述事实情况及律师核查意见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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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与调整。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暂行办法》、《编报规则》、《执业办法》、

《执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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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发行相关方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进行了重新核查，补充披露如下：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除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作

报告正文部分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部分所述的 3 笔尚未了结的或可

预见的重大（标的金额超过 3,000 万元）诉讼、仲裁外，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未新增其他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上述 3 笔重大诉讼、仲裁情况如下： 

1、“12蓝博 01”、“12蓝博 02”债券仲裁 

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合诚机械有限公司、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液压流体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精密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联合发行人，

分别于 2013 年 2 月、2013 年 4 月在深交所备案发行了“12蓝博 01”私募债券、“12

蓝博 02”私募债，并由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承销。上述债券存续期为 3 年

（附第 2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吕青堂、安徽蓝博

旺机械集团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为上述债券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债券发行后，同信证券分别购买了金额为 2,400 万元的“12 蓝博 01”私

募债券和金额为 4,500 万元的“12 蓝博 02”私募债。因三家联合发起人及担保人

存在违法、违约情形以及无法按期履行上述债券还本付息义务，同信证券向华南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根据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30 日出具的华南国仲深裁[2016]D208 号《裁决书》，第一被申请人安徽蓝博

旺机械集团合诚机械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液压流体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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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第三被申请人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精密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三家被申请人”）应向东方财富证券支付“12蓝博 01”私募债券和“12蓝博

02”私募债本金合计人民币 69,000,000.00元，利息合计人民币 6,762,000.00元，“12

蓝博 01”私募债券违约金人民币 1,093,608.00 元，“12蓝博 02”私募债违约金人民

币 617,625.00 元。因三家被申请人一直未按前述裁决书履行还款义务，东方财富

证券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向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

为（2016）皖 04 执 527 号）。2017 年 2 月 14 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执行裁定书》（（2016）皖 04 执 527 号），裁定继续冻结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

合诚机械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霍邱支行账户的存款及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

液压流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霍邱支行账户的存款及安徽蓝博旺

机械集团精密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霍邱支行账户的存款，冻结期

限一年。因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执行程序被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裁定终结，东方财富证券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

行。2017 年 7 月 6 日，宇通集团根据其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作出的关于同信证

券“12 蓝博 01”、“12 蓝博 02”相关仲裁事项承诺，向东方财富证券支付补偿款

21,277,026.00 元及相关仲裁费用 638,295.50 元。 

2 、“13天威 PPN001”债务仲裁 

同信证券于 2013 年 3 月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9,702,000.00 元购买保定天威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发行的面值为 6,000 万元的 2013 年度第一

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下简称“13 天威 PPN001”），“13 天威 PPN001”

存续期间，因天威集团财务状况出现严重恶化，偿债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13

天威 PPN001”持有人会议于 2015 年 5 月通过决议，宣布该债项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提前到期。因天威集团未能偿还其到期债务，各持有人共同向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并于 2015 年 8 月获得受理。 

2016 年 1 月，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天威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

因此上述仲裁程序中止。东方财富证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撤回

仲裁申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出具《撤案决定》

（[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560 号），同意撤销上述仲裁。同时东方财富证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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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其他持有人已经生效的裁决结果向天威集团破产管理人申

报债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天威集团破产重整尚未完成。 

3、“13东特钢MTN1”破产债权申报 

同信证券于 2013 年 1 月以人民币 30,131,193.70 元认购面值 3,000 万元的东

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集团”）2013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以下简称：13 东特钢 MTN1），票面利率 6.10%，期限 5 年，到期日为 2018

年 1 月 15 日。该债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拟通过做市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卖出给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但由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进

行后台操作，最终导致东方财富证券债券未交割成功，至今仍由东方财富证券持

有。 

由于东北特殊钢集团出现财务困难，发生了债务违约事项，2016 年 10 月 10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阿拉善盟金圳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以

（2016）辽 02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东北特钢集团重整，并于同日指定

东北特钢集团清算组担任东北特钢集团管理人。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东方财富证券就持有的“13东特钢MTN1”3,000万元本

金及 129.50 万元利息向东北特钢集团公司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东方财富证券

于 2016 年 10 月收到管理人的重整受理公告及债权申报有关通知，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上午 9 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后管理人电话确认申报债权为

31,354,000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东北特钢集团重整方案尚未公告。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

查，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发生被行

政机关处以金额在两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 

（三）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并经其实先生的书面确认，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长其实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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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并经发行人现任总经理陶涛先生的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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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现任总经理陶涛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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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发行人拟募集说明书法律文件的评价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师工

作报告正文部分“二十一、发行人拟募集说明书法律文件的评价”所述事实情况及

律师核查意见并无变更与调整。 

二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外，发行人已符合

《证券法》、《暂行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各项程序性和实质性条

件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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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律师               经办律师：方祥勇  律师 

                                                             

                                                  

雷丹丹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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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东方财富证券及其子公司的分支机构新取得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序 

号 
许可证名称 持证人 颁发时间 许可业务范围 

1 

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2017.3.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 

2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2017.3.2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3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

藏分公司 
2017.3.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 

4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海淀大街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5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永和路证券营业部 
2017.1.1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6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唐安路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咨询；融资融券。 

7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勤业路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8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扬

州邗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9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前进西路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0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虹桥北路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华侨城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12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长泰路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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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桂澜北路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4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云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5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

头金砂路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6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中山五路证券营业部 
2017.2.2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7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九洲大道中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8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

门东华二路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19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民族大道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20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红谷中大道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2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和汇路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22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八一南街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23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鑫泰街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24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洪兴路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25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2017.5.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26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阳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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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慈

溪三北西大街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28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诸

暨红旗路证券营业部 
2017.5.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29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2017.2.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30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福元西路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3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2017.2.2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32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南胜利路证券营业部 
2017.5.17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33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红军街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34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绵

阳临园路证券营业部 
2017.6.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

券。 

35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贵

阳中华北路证券营业部 
2017.6.1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36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

喀则山东路证券营业部 
2017.3.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 

37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拉

萨八一路证券营业部 
2017.3.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 

38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拉

萨江苏东路证券营业部 
2017.3.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 

39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拉

萨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 
2017.3.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 

40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拉

萨北京中路第二证券营业部 
2017.3.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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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工商注册成立，于 2017 年 1 月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其经营许可证情况已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原律

师工作报告中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披露。 

注 2：上表中第 1-40 项为东方财富证券新设立的分公司、营业部的业务许可证信息，第 41-52 项为东方财富证券及久恒期货原分公司、营业部换发新的业务许可证信息。 

4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2017.7.2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以上业务均在上海市

范围内开展）。 

42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分公司 
2017.4.14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 融资融券。 

43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 
2017.7.2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 

44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 
2017.4.17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45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2017.3.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46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拉

萨察古大道证券营业部 
2017.3.21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47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东大街证券营业部 
2017.6.2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48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益田路证券营业部 
2017.5.26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49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陶然亭路证券营业部 
2017.6.19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50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同兴路证券营业部 
2017.8.4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 

51 
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 

同信久恒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期

货大厦营业部 
2017.6.19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52 
同信久恒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拉萨营

业部 
2017.5.4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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