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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五） 

  

  京天股字（2020）第 090-5 号 

 

致：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翠微股份”或“上市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本所担任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专项中国法

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为本次重组出具

了京天股字（2020）第 090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0）第 090-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

见（一）》、京天股字（2020）第 090-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翠微

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京天股字（2020）第 090-3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

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京天股字（2020）第 090-4 号《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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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法律意见》出具日后发生的或变化的相关重大事项，本所对相关事

宜进行了核查验证，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原《法律意见》的补充，并构成原《法律意见》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原《法律

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原《法律意见》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重组申请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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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 

（一） 海科融通的主要资产 

1. 海科融通子公司情况 

2020 年 7 月 6 日，海科融通之全资子公司海南海科（已更名为“海南晟祥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晟祥”）取得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69034MA5T5XPD5U 的《营业执照》，变更了公司名称、

住所、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范围，变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海南晟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  所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乐活大道 1 号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

园 17-C 

法定代表人 梁峻豪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 年 8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8 年 8 月 27 日至长期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通讯设备

及辅助设备；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接受金融机构委托

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海南晟祥有效存续，不存在

根据有关法律或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2. 海科融通租赁房产情况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海科融通及其分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租赁房产

的具体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附件：海科融通及其分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

租赁房产情况表”（以下简称“《租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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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述租赁房产所涉租赁瑕疵情形具体如下： 

A. 海科融通向临沂应用科学城管理办公室、张革成承租的房产（《租赁情况

表》中第 2、35 项），由于出租人未提供产权证书，该房产的产权情况无法确认。 

B. 海科融通向崔金方承租的房产（《租赁情况表》中第 10 项），未提供产权

证书，根据土地使用权人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街道办事处长堽村二组出具的《证

明》，该房屋已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并同意由广西盈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进行出租。该房产的产权情况无法确认，且无法确认是否取得产权人授权。 

C. 海科融通向孙臻承租的房产（《租赁情况表》中第 31 项），房屋购买方梁

娜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购买该房产，尚未办理产权证书，且孙臻为转租人，前述

转租无法确认是否取得产权人同意。 

D. 海科融通向华势酒店管理（海南自贸区）有限公司（《租赁情况表》中第

12 项），产权人梁峻豪于 2019 年 8 月购买该等房产并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出具《委

托书》委托华势酒店管理（海南自贸区）有限公司进行出租，尚未办理产权证书；

海科融通向秦同松承租的房产（《租赁情况表》中第 13 项），出租人秦同松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购买该等房产，尚未办理产权证书。 

据公司说明，上述承租房产自租赁期起使用正常，未发生争议或纠纷，且上

述房产均仅用于办公，未用于生产，且面积较小，容易搬迁。如上述房产因权属

瑕疵或出租方的出租权益瑕疵产生争议或被相关部门责令强制拆除、政府收回、

采取强制执行或其他不利措施而无法继续租用，海科融通或其分公司可搬迁至替

代房产。因此，上述承租房产瑕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E. 海科融通向临沂应用科学城管理办公室、王明岐、李克义、崔金方、华

势酒店管理（海南自贸区）有限公司、陈德舟、陈进、李延绵、陈细华、刘娟娟、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商业管理分公司、杨敏、简素琼、张革成、姚权凌、

王建忠（《租赁情况表》中第 2、4、8、10、12、17、24、25、26、28、29、32、

33、35、36、37 项）以及海科融通云南分公司向孙臻（《租赁情况表》中第 31

项）承租的房产尚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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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海科融通及其分公司部分承租房屋未

办理租赁备案手续不影响该等房屋租赁协议的效力和承租人在租赁协议项下的

权利，但存在被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登记备案的风险，逾期不登记的，存在

被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风险。对此，海科融通已出具说明，承诺将尽

快办理相关租赁房产的租赁备案登记手续，同时，根据《标的资产模拟审计报告》，

海科融通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10 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99,669.85 万元、

284,425.35 万元及 250,493.57 万元，实现净利润 9,303.42 万元、11,997.54 万元及

14,064.78 万元。因此，上述可能存在的处罚金额较小，不会对海科融通业务经

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 海科融通的固定资产 

根据《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0] 0012464 号），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海科融通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

计为 79,198,075.69 元。 

 

4. 海科融通的无形资产 

海科融通持有的注册号为 7175967 的注册商标“ ”将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到期，目前已完成续展注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类别 注册号/申请号 有效期至 申请人 

1. 

 

9 7175967 2030.10.20 海科融通 

2020 年 4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海科融通新增 2 项在中国境内

已登记的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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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期 著作权人 取得方式 

1. 
刷新支付助手 IOS 版

V1.0.0 
2020SR0439473 2020.04.21 海科融通 原始取得 

2. 
刷新支付助手安卓版

V1.0.0 
2020SR0439395 2020.04.21 海科融通 原始取得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海科融通对上述商标、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享有合法的权益，该等权利不存在权属纠纷。 

 

（二） 海科融通的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1. 新增诉讼、仲裁案件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除重复清算事件系列案件外，海科

融通新增的其他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第三人 主要事由 涉诉金额 最新进展 

1. 

京海劳人仲

字（2020）第

13773 号  

易敏 海科融通 - 

劳动合同纠纷：要求海

科融通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1.6 万元 尚未开庭。 

2. 

（ 2020 ）京

0106 民 初

13985 号 

欧阳雪华 

北京尚诚房

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以

下简称“尚

诚房地产”） 

海科融通 

合同纠纷：要求尚诚房

地产退还购房团购费 6

万元。 

6 万元 
已开庭，尚

未判决。 

3. 暂无 云玲玲 海科融通 - 

劳动合同纠纷：要求海

科融通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约 18.2 万

元 
尚未开庭。 

注：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上述案件 3 尚未收到仲裁委员会的正式书面通知，暂无案号。 

2019 年 1 月 24 日至 25 日，海科融通因短时网络不畅、支付系统重复操作导

致部分商户被重复清算，重复清算事件发生后，海科融通采取措施追回绝大部分

重复清算资金，但仍有部分商户未能返还重复清算资金。针对尚未返还重复清算

资金的相关商户，海科融通作为原告提起一系列诉讼，要求相关商户返还重复清

算款项。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重复清算事件系列案件共 171 件，涉案金额

总计 670.21 万元，已审结并执行完毕案件 115 件，涉及重复清算资金本金 407.05

万元；已审结但尚未履行完毕案件 36 件，涉案重复清算资金本金 153.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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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处于受理、审理阶段案件 20 件，涉案金额 109.81 万元。 

2. 其他未决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海科融通其他未决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如下： 

（1）海科融通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未决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序

号 
案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主要事由 涉诉金额 最新进展 

1. 

（ 2017 ） 京

0107 民 初

11275 号 

海科融通 

星网讯通（北

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要求被

告赔偿终端机维护

损失。 

200 万元 

已判决，全额胜诉，因

被告无可执行的财产，

故执行程序终结。 

2. 
（2017）京仲

裁字第 1015号 
海科融通 程子玮 

借款合同纠纷：要

求被告返还借款本

金及利息。 

21.06 万

元 

海科融通胜诉，裁决被

申请人返还剩余本金

158,623.8 元，以及利息、

违约金。已向法院提交

申请执行材料，尚未收

到正式受理通知。 

3. 

（ 2019 ） 冀

0102民初 6069

号 

海科融通 

河北佰京商贸

有限公司、温

子华 

借款合同纠纷：要

求被告返还借款本

金及利息。 

606.34 万

元 

已判决，判决被告支付

本金 5,520,288 元、借款

期间利息 63,369.85 元及

按照年化 24%自逾期之

日计算逾期违约金。已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海科融通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未决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序

号 
案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主要事由 涉诉金额 最新进展 

1.  

（ 2019 ）沪

0109 诉前调

6888 号 

上 海 三

丰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润谷东方（北

京）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海科融

通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要求被

告润谷东方支付租金、车位

费、水电费、房屋恢复原状

费、违约金等；要求海科融

通已经代润谷东方支付的租

赁保证金冲抵租金、物业管

理费和违约金。 

292 万元 
已开庭，尚未

判决。 

2.  

京海劳人仲

字（2020）第

10341 号 

生锡勇 海科融通 

劳动合同纠纷：要求海科融

通支付工资、违法解除赔偿

金、未休年假工资并办理档

案转移。 

92.5 万元 
已开庭，尚未

判决。 

3.  

（ 2020 ）辽

0102 民 初

9370 号 

张春华 

海科融通、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大银

行”）、光大银行

合同纠纷：要求海科融通与

光大银行、光大银行沈阳分

行、光大银行沈阳浑南新区

支行共同退还其 30 万元并按

银行同期利率计息。 

30 万元 
已开庭，尚未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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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分行、光大

银行沈阳浑南

新区支行 

4.  

（ 2020 ）京

0108 民 初

y10348 号 

朱仁仙 
海科融通、尚诚

房地产 

合同纠纷：要求尚诚房地产

退还购房团购费 6 万元，海

科融通承担连带责任。 

6 万元 

已开庭，原告

对海科融通

撤诉，暂未送

达撤诉裁定

书。 

5.  

京海劳人仲

字（2020）第

13239 号 

沈建峰 海科融通 

劳动合同纠纷：要求海科融

通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25.88 万

元 
尚未开庭。 

6.  暂无 兰恒琼 
海科融通、尚诚

房地产 

合同纠纷：要求尚诚房地产

退还购房团购费 6 万元，海

科融通承担连带责任。 

6 万元 尚未开庭。 

注：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上述案件 6 尚未收到法院的传票或正式书面通知，暂无案号。 

海科融通未决诉讼案件主要类型为合同、不当得利等经济纠纷，诉争焦点未

涉及海科融通经营资质等核心利益，诉讼主张主要体现为支付或返还资金款项。

相关案件涉案标的金额整体较小，占海科融通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的比

例较低。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相关诉讼案件未对海科融通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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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五）》

之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何鹏 

 

 

                         

              逄杨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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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海科融通及其分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租赁房产情况表 

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房屋坐落 租金 面积（㎡） 租赁期限 

1.  
北京威林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1号楼金运大厦A

座 11、12 层 
182.4 元/月/㎡ 3800.3 2019.01.08-2021.01.07 

2.  
临沂应用科学城

管理办公室 
海科融通 临沂市高新区应用科学城 B 座 2 楼 200,000 元/年 1080 2019.01.02-2022.01.01 

3.  姜立民 海科融通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北苑商务区东区商业金融、居住

项目用地 1#商业办公楼 14 层 1-1415 
214075 元/月 84.21 2019.12.03-2020.12.02 

4.  王明岐 海科融通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 58 号院 3 号楼 14 层 1414 214075 元/月 84.21 2019.12.03-2020.12.02 

5.  朱思洪 海科融通 
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 7 号招商·东城国际商务

广场 1 座 1 单元 09 层 05 房号 
7580 元/月 90.88 2018.12.01-2021.11.30 

6.  丁文 海科融通 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街 417 号 16 层 3 号 5500 元/月 136.66 2020.06.01-2021.05.31 

7.  黄善强 海科融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富力中心 B3 座 2605-06 单元 16872 元/月 125 2020.05.13-2023.05.12 

8.  李克义 海科融通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525 号 3 号楼 2601 室 4600 元/月 - 2019.08.15-2020.08.14 

9.  
广州尚善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 

广东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建工路 13、15 号 3-6 层 3 楼

308 房 
15675 元/月 165 2019.10.01-2020.09.30 

10.  崔金方 海科融通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 100 号 
第一年 64.8 元/月/㎡；第二

年起每两年递增 8%。 
185.665 2019.03.20-2024.04.19 

11.  徐红 海科融通 贵阳市云岩区延安西路 19-21 号瀑布商厦 15 层 5 号 
第一年、第二年 5800 元/

月；第三年 6380 元/月。 
108.17 2017.11.20-2020.11.19 

12.  

华势酒店管理

（海南自贸区）

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 29 号融创精彩天地公

寓 1 单元 13 楼 B1328 室 
114,000 元/年 89.60 2020.07.11-202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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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秦同松 海科融通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农科路交叉口建业凯旋广场

2503 
15596 元/年 152.5 2019.10.15-2020.10.14 

14.  张健 海科融通 沈阳市区皇姑区淮河街 48-1 号 1-5-2 21166.7 元/月 103.04 2020.04.01-2021.03.31 

15.  柴立 
海科融通 

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江东中兴路 717 号<5-2> 11907.21 元/月 173.27 2019.03.21-2021.03.20 

16.  李晓丽 海科融通 
银川市金凤区上元名筑 1 号办公楼（隆基商务大厦）

2116 室、2117 室 
100692 元/年 167.82 2020.04.15-2021.04.14 

17.  陈德舟 海科融通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6 号华龙大厦 1508 室（电梯

1708） 
8000 元/月 128.53 2020.05.01-2022.04.30 

18.  

启迪（太原）科

技园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海科融通 太原市南中环街 529 号 C 座 5 层 0507-0509 室 96382.81 元/年 422.5 2019.10.01-2021.09.30 

19.  周英发 
海科融通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B 座 809 室 41200 元/月 158.74 2018.08.25-2021.08.24 

20.  
天津亚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 天津万达中心写字楼万海大厦 1410 8637 元/月 123.46 2019.12.01-2021.11.30 

21.  

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海科融通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 473号卫星大厦六楼

610 室 
74489.2 元/年 102.04 2019.08.10-2020.08.09 

22.  
杭州香江科技有

限公司 
海科融通 

杭州市环城北路 169 号汇金国际大厦 2 号楼（A 座）

4 层 401、403、405 室 
88,704.73 元/月 729.08 2020.02.15-2023.02.14 

23.  韩丙华 
海科融通 

青岛分公司 

青岛市四方区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号丙号青岛万科广

场二期 14 层 1422、1423 户 

第一年、第二年：151511.42

元/年；第三年：158790.87

元/年。 

122.38 2017.11.06-20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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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陈进 海科融通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北路 34 号（九运大厦）B802 7800 元/月 164.98 2020.03.26-2022.03.25 

25.  李延绵 海科融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 6 号海上银座 A 座，

1502、1503 室 
19,166 元/月 329.00 2020.02.01-2023.01.31 

26.  陈细华 海科融通 
长沙市芙蓉区藩后街 36 号湘城城邦家园东栋 36 号

404 室 
8533 元/月 105.37 2019.01.06-2021.01.05 

27.  
石家庄勒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 

石家庄市中山路 39 号（勒泰中心）B 座写字楼 10 层

1002 单元 
3.5 元/天/㎡ 152.83 2020.02.01-2021.01.31 

28.  刘娟娟 海科融通 长沙市芙蓉区藩后街 36 号湘城城邦家园 405 5785 元/月 71.42 2019.02.04-2021.02.03 

29.  

山东鲁能亘富开

发有限公司商业

管理分公司 

海科融通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2666 号鲁能国际中心 19 层

1901、1902 单元 
28512 元/月 288 2019.01.21-2022.01.20 

30.  佘双宏 海科融通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 389 号 607 室 26221 元/月 205.46 2019.01.11-2021.01.10 

31.  孙臻 
海科融通 

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滇池时代广场 D 座昆锐商务中

心 1305 

第一年、第二年：23395 元

/月；第三年：25251 元/月 
254.54 2018.07.27-2021.08.05 

32.  杨敏 海科融通 重庆市渝中区时代天街 3 号 1 幢 29-6# 

第一年：15044.87 元/月；

第二年：15646.67 元/月；

第三年：16272.53 元/月 

174.92 2019.10.03-2022.10.02 

33.  简素琼 海科融通 拉萨市金珠西路金藏林卡 B28 号 12000 元/年 127.78 2019.12.25-2020.12.25 

34.  彭菡 海科融通 
瑶海区凤阳路与胜利路交口西北侧海耀商务中心 1-

办 421 
7450 元/月 99.22 2020.07.17-2021.07.16 

35.  张革成 海科融通 赛罕区如意开发区敕勒川大街绿地领海 B 座 1305 180000 元/年 175.05 2019.04.01-2022.04.01 

36.  姚权凌 海科融通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859 号中信广场 1207 室 27332.42 元/月 224.65 2020.05.16-2022.05.15 

37.  王建忠 海科融通 长青国贸 806 房屋 14000 元/月 221 2019.09.15-2021.09.14 

38.  杨爽 海科融通 
长春市绿园区皓月大路吾悦广场项目二期商业

10A-10C、12A、12B、13A、13B、15-18 号 10-41 号 
4127 元/月 52 2020.05.16-202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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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北京威林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源富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1号楼金运大厦A

座 10 层 1019 房间 14 层-1415 
182.4 元/月/㎡ 62.56 2019.04.15-2021.01.07 

40.  
西安泰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关正街 11 号 5 层 15,730 元/月 242 2020.03.10-2021.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