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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受北京金山办公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办公”）股东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原“成都奇文五维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奇文五维”）、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GGV (WPS) Limited（以下简

称“纪源 WPS”）、Shunwei Internet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顺为互联

网”）（上述 4 家股东以下合称“出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金山办公首发前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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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

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参与本

次询价转让股东的相关资格进行了核查。 

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2020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中金公司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委托中金公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中金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完成全部出让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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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核查工作，包括核查出让方提供的登记或注册文件、《承诺及声明函》等，

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同时收集了相关核查底稿。 

（二）核查情况 

1、奇文五维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时间 2015 年 11 月 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RCLG3W 

合伙期限 2015 年 11 月 3 日至长期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奇文壹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葛珂）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

中心 5 号楼-4、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

分公司托管第 2646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并取得奇文五维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奇文五维不存在营业期限

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

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奇文五维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奇文五维非金山办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4）奇文五维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

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 

（5）奇文五维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

受限或禁止转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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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奇文五维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根据奇文五维出具的相关承诺，本次询价转让会配合金山办公实际控

制人切实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在申请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就其所持金山办公股份作出的限售安排承诺，不存在金山办

公实际控制人违反前述限售安排承诺的情形。 

2、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1）基本情况 

根据金山办公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住所位于 Trinity Chambers, PO Box 4301,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经核查并取得 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

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

告破产等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

持股期限的承诺。 

（3）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非金山办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4）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 

（5）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

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或禁止转让情形。 

（6）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 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

关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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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纪源 WPS 

（1）基本情况 

根据金山办公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纪源 WPS 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股本总额为 1,000 港元，住所为香港德辅道中 249-253 号东宁大厦 9

楼。 

经核查并取得纪源 WPS 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纪源 WPS 不存在营业期

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纪源 WPS 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纪源 WPS 非金山办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4）纪源 WPS 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

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 

（5）纪源 WPS 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

受限或禁止转让情形。 

（6）纪源 WPS 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4、顺为互联网 

（1）基本情况 

根据金山办公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顺为互联网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股本总额为 1 股。 

经核查并取得顺为互联网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顺为互联网不存在营业

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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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 顺为互联网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顺为互联网非金山办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4）顺为互联网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

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 

（5）顺为互联网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受限或禁止转让情形。 

（6）顺为互联网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根据顺为互联网出具的相关承诺，本次询价转让会配合金山办公实际

控制人切实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在申请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就其所持金山办公股份作出的限售安排承诺，不存在金山

办公实际控制人违反前述限售安排承诺的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金公司认为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不存在违反《实施细则》

第五条及第六条规定的：“股东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不得进行询价转让。”“根据《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科创公司处于年度报告披露期内但尚未披露年度报告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得参与询价转让。” 等情形，同时亦不存在第十一条规定的：“（一）

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二）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存在本细则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三）拟转

让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四）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

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五）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等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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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中金公司认为：奇文五维、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纪源 WPS、

顺为互联网符合参与本次金山办公股份询价转让的条件。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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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