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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

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 土地坐落

宗地面积

（㎡）

用途

权利性

质

批准使用期限

（终止

日期）

抵押情

况

1

六盘水

正和

黔（2020）六枝特区

不动产权第 0001945

号

六枝特区郎岱

镇水黄路南侧

6, 259.37

其他商服

用地

出让 2060.06.18 -

2

六盘水

正和

黔（2020）六枝特区

不动产权第 0001946

号

六枝特区郎岱

镇水黄路南侧

1, 753.01

其他商服

用地

出让 2060.06.18 -

3

六盘水

正和

黔（2020）六枝特区

不动产权第 0001947

号

六枝特区郎岱

镇花脚村

18, 435.30

其他商服

用地

出让 2060.09.08 -

4

六盘水

正和

黔（2020）六枝特区

不动产权第 0001953

号

六枝特区郎岱

镇水黄路南侧

3, 330.39

其他商服

用地

出让 2060.06.18 -

上述 4 宗土地使用权是由六盘水正和以出让方式取得，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就上述 4 宗土地使用权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不存

在产权纠纷。

9、发行人无形资产的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重要程度

发行人上述无形资产为公司的重要资产，公司已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相

关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和域名，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体现了

公司的研发实力。

六、发行人拥有的资质、特许经营权

（一）业务资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的业务资质

证书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人 名称 等级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有效期

1

正和生态

工程设计资

质证书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

专项资质

甲级

A113000077-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8.03.02-

2023.03.02

2

环境工程 （污染修

复工程）

乙级 A211000074

北京市规划委员

会[注 1]

2016.03.07-

2021.03.07

[注 2]

3

正和生态

建筑业企业

资质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

承包

叁级

D211085192

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

2012.08.07-

2021.12.31

4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

贰级

2019.03.27-

2021.12.31

5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

贰级

2020.10.23-

2021.12.31

6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

D311584247

2017.04.10-

2022.04.09

7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

叁级

2019.08.30-

2022.04.09

8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

叁级

2019.08.16-

2022.04.09

9 正和生态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

1101082018005

4

北京市海淀区林

木种苗管理总站

2018.10.22-

2023.10.22

10 正和生态 安全生产许可证 -

（京）J Z安许证

字[2019]

010395

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

2019.11.01-

2022.10.31

注 1：已更名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

注 2：发行人持有的环境工程设计（污染修复工程）专项乙级资质已到

期，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建设工程

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建市〔2020〕94 号），环境工程设计专

项（分为 5 个分项资质）取消 5 个分项，合并为环境工程通用专业，设甲、乙

两级，发行人已就环境工程（污染修复工程）专项乙级资质续期向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提交申请，目前已审查通过，处于公示期。 根据发行人确

认，发行人目前承揽的设计业务均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的等级

范围内，前述资质续期不会影响发行人的正常经营，不会造成本次发行上市

的实质障碍。

（二）其他资质证书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获得的其他资质证书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有效期

1 正和生态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2011005037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

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

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2020.12.2-

2023.12.2

2 正和生态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

业

20212010677808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1.07.09-

2023.07.09

3 正和设计院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2011005311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

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税

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2020.12.2-

2023.12.2

（三）发行人拥有的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含子公司）共获得 1 项特许经营

权，该项目目前履约正常，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业主单位 签约时间 业务模式 期限

1

贵州省六枝特区示范小城镇生态环

境扶贫 PPP 项目特许经营权

六枝特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 5 月 PPP

新项目建设期 3 年，运

营期固定为 17 年；存

量项目运营期固定为

17 年

（四）发行人生产经营各个环节需获得的审批、认证（含合格供应商认

证）、备案、业务资质、相关经营许可证等事项

1、生产经营各个环节需获得的审批、认证（含合格供应商认证）、备案等

事项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生产经营环节包括城市规划、工程设计、工程施

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相关规定，发行

人各生产经营环节需获得的审批、认证（含合格供应商认证）、备案情况如

下：

（1）城市规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四条：“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

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 发行

人从事城市规划编制需取得城乡规划编制资质。

（2）工程设计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从事建设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勘

察设计业绩等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

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活动” ，发行

人从事工程设计活动需取得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根据《工程设计资质标准》附件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 ，

发行人从事保护和风景区的设计、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园林绿地、景园景点、

城市景观环境、园林植物、园林建筑、园林工程、风景园林道路工程、园林种植

设计需取得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根据《工程设计资质标准》附件之“环境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 ，发行

人从事污染修复工程需取得环境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3）工程施工

1）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根据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三条：“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资

产、主要人员、已完成的工程业绩和技术装备等条件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经

审查合格，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

施工活动” ，发行人从事工程建设需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2）安全生产许可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

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企

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发行人从事工程建设需取

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4）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根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条：“从事林木种子经营

和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按照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发行人从事林木

种子生产经营需却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具备生产经营所必要的全部业务资质，说明相

应的审批主体、资质或证书名称及有效期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业务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见本节之 “六、发

行人拥有的资质、特许经营权” 之“（一）业务资质” 。

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正和设计院持有的 《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证书》

（证书编号：[建]城规编（171394））已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到期。 根据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下发的 《关于不再受理城乡规划编

制单位甲级资质申报的函》，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放管服” 改革要求，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不再受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甲级资质申报。 根据自然资源部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资质

有关问题的函》（自然资办函[2019]2375 号），自然资源部正加快研究出台新

时期的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 新规定出台前，对承担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的单位资质暂不作强制要求，原有规划资质可作为参考。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唐山市园林绿化管理局西郊苗圃（以下简称“西郊苗

圃” ）签订协议，西郊苗圃向发行人合计提供 240 亩苗圃用地，协议签订后西

郊苗圃又向发行人提供了 200.62 亩苗圃用地，但发行人仅就之前的 240 亩苗

圃办理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未就剩余 200.62 亩苗圃办理《林木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根据发行人确认，截至 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末，公司种植苗木的账面价值分别约为 784.89 万元、0 万元和 0 万元，苗木

用途均为公司绿化工程自用；2019 年 5 月发行人已签订协议终止使用上述苗

圃，截至 2019 年 9 月末上述苗圃内的苗木已经全部移植完毕。

针对上述情形， 唐山市丰润区林业局已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出具 《证

明》：发行人租赁唐山市丰润区任各庄镇集体土地进行生态园林苗圃建设、经

营，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据此，发行人保荐机构和律

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虽存在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瑕疵，但该等瑕疵不

会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实质障碍。

因相关部门目前未开始受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申报，故而发行人子

公司正和设计院无法对《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证书》办理续期；发行人持有的

环境工程设计（污染修复工程）专项乙级资质已到期，发行人已就环境工程

（污染修复工程）专项乙级资质续期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提交申

请并获得受理，目前已审查通过，处于公示期。 根据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目前

承揽的设计业务均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的等级范围内，前述资

质续期不会影响发行人的正常经营，不会造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障碍。 除

本部分披露事项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具备从事当前生产经营活动所

必要的其他全部业务资质。

3、公司已取得的相关经营许可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后，公司申请续期是否

存在实质障碍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办理该等资质证书的续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发行人已在招股意向书 “第四节 风险因素” 之 “四、 技术风险” 之

“（三）业务资质无法持续取得的风险” 部分补充披露发行人持有的城乡规

划甲级资质事项相关风险。

七、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构成同业竞争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汇恒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张熠君女士。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如下：

企业 跟发行人关系

汇恒投资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熠君控制的企业

汇泽恒通 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实际控制人张熠君控制的企业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为汇恒投资和汇泽恒通，与

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二）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具

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之间不构成同业竞争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部关联

企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

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部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企业

名称

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北京汇恒投资有

限公司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系发行

人控股股东

12, 000.00

项目投资；提供资产管理、企业管理、

投资顾问、投资策划、投资咨询、市场

调研等服务。

投资管理

2

北京汇泽恒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系发行

人的员工持股平台

2, 030.00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 投资管理

3

北京奥莱梯尼科

技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志

杰实际控制的企业

1, 000.00

技术推广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销

售、测试照明灯具、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工艺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日

用品、机械设备、卫生间用具、陶瓷制

品、金属材料、电脑图文设计。

照明产品生产

与组装，城市护

栏 （美观作用）

的生产

4

北京奥尔环境艺

术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志

杰实际控制的企业

1, 200.00

安装喷泉设备；喷泉设计；园林景观

设计；灯光照明；雕塑工艺美术品设

计；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

册资本的 5 倍的 380V 及以下的城

市广场、道路、公路、建筑外立面、公

共绿地等照明工程；新能源技术推广

服务；森林公园管理；销售建筑材料、

灯具；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

照明工程施工，

少量喷泉及雕

塑

5

北京中置华业投

资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志

杰实际控制的企业

10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工程

项目管理。

投资管理

6

北京北信通联科

技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志

杰实际控制的企业

200.00

物业管理； 通讯技术开发及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 （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计算机系统的设计、集成、

安装与维护；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棋牌

除外）；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销售通讯设备。

为写字楼等物

业单位提供通

讯服务、网络服

务

7

北京海奥生态环

保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世

杰控制的企业

5, 050.00

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园林景观设

计、施工；施工总承包；广告设计、制

作；设计、安装不锈钢雕塑、石雕、霓

虹灯；环境艺术设计；施工总承包；出

租办公用房。

园林景观设计

和施工

8

天津海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世

杰实际控制的企业

7, 000.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房地产开发

9

北京海奥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世

杰控制的企业

3, 00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

房；物业管理；租赁自行开发的商品

房；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房

地产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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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地产开发

10

秦皇岛市海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世

杰曾经控制的企业，

已于 2018 年 2 月注

销工商登记

1, 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建材销售

房地产开发、销

售

11

北京海奥市政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世

杰曾经控制的企业，

已于 2019 年 10 月

注销工商登记

2, 000.00

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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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实际开展业

务

12

北京海奥园林景

观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现更名

为都市筑境（北

京）景观规划设

计院有限公司）

张熠君的弟弟张世

杰之配偶控制的企

业， 已于 2019 年 11

月向刘东云转让股

权

300.00

园林景观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室内

装饰设计；城市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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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观设计

经核查，上表其他关联企业中，汇恒投资、汇泽恒通、北京中置华业投资

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北京北信通联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通讯服务、网络服务，天津海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海奥房地产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该等公司的业务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

不同，与发行人之间不构成同业竞争。 北京奥莱梯尼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奥尔

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照明产品或照明工程，虽然与发行人之间存

在上下游业务关系，但是不存在与发行人的相同、相似业务，与发行人之间不

构成同业竞争。

经核查，北京海奥生态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海奥” ）的主营业

务为园林景观设计和施工，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存在相近、相似情形，详见本

部分之“2、上述企业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的理由及依据充分性” 。

（1）北京汇恒投资有限公司

汇恒投资系发行人控股股东，除持有发行人 51.76%股份外，不存在其他

对外投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汇恒投资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

熠君及其母亲暴井兰分别持有 99.80%及 0.20%的股权，由张熠君任执行董事，

张熠君之女王竞毅担任经理，由张熠君之母暴井兰担任监事。 该公司从事投

资管理业务，未拥有技术。

汇恒投资的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09 年 6 月，张熠君、正和有限共同出资设立汇恒投资，设立时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熠君 16, 000.00 80.00

2 正和有限 4, 000.00 20.00

合计 20, 000.00 100.00

为解决正和有限与汇恒投资的交叉持股并保留有限责任公司 2 名股东

的股权结构，2010 年 11 月 15 日汇恒投资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作出决议，正

和有限将所持汇恒投资 19.80%、0.20%股权分别转让给张熠君、暴井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汇恒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熠君 19, 960.00 99.80

2 暴井兰 40.00 0.20

合计 20, 000.00 100.00

2012 年 6 月 12 日汇恒投资第二届第三次股东会作出决议， 同意公司注

册资本减少至 12,000 万元，其中暴井兰减少待缴货币出资 16 万元，张熠君减

少待缴货币出资 7,984 万元。

本次减资后，汇恒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熠君 11, 976.00 99.80

2 暴井兰 24.00 0.20

合计 12, 000.00 100.00

（2）北京汇泽恒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汇泽恒通系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发行人 4.35%的股份外，不存

在其他对外投资。 汇泽恒通为员工持股平台，其中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熠君

持股 89.36%，该公司未拥有技术。

汇泽恒通的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11 年 11 月，张熠君、杨成共同出资设立汇泽恒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熠君 1, 900.00 93.60

2 杨成 130.00 6.40

合计 2, 030.00 100.00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汇泽恒通最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熠君 1, 814.00 89.36

2 曾翠红 48.00 2.36

3 邵绿州 36.00 1.77

4 于京存 32.00 1.58

5 乐建林 24.00 1.18

6 王延良 24.00 1.18

7 王玉磊 24.00 1.18

8 王爱君 8.00 0.39

9 卢云飞 20.00 0.99

合计 2, 030.00 100.00

（3）北京奥莱梯尼科技有限公司（“奥莱梯尼” ）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 号 3-5 幢 4320-4322 室

法定代表人 张志杰

主要人员名单 经理、执行董事：张志杰；监事：张英杰；财务经理：李素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年 6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899560339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测试照明灯具、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品、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日用品、机械设备、卫生间用具、陶瓷制品、金属材料、电脑图文

设计

股权结构 张志杰持股 75.00%，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5.00%

主营业务 照明产品生产与组装，城市护栏（美观作用）的生产

主要产品 照明产品、钢结构（灯杆）

专利及专有技术 自有专利及模具

业务资质 无

主要客户及销售渠道 北京奥尔环境艺术有限公司及城市公共设施主管单位

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渠道 钢结构（灯杆）、光源提供商

奥莱梯尼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06 年 6 月，北京维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更名为“北京中

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 ）、张世杰、房力共同出资设立奥莱梯尼，设立时的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维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5.00 95.00

2 张世杰 3.25 3.25

3 房力 1.75 1.75

合计 100.00 100.00

2008 年 1 月 16 日，北京中科奥华生物基因研究有限公司（2008 年 8 月

更名为“奥莱梯尼” ）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注册资本增加至 1,000 万元，由

原股东北京维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加 500 万元出资，新股东华宁仟龙湾建

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400 万元出资。

2008 年 11 月 3 日，奥莱梯尼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

限公司将其所持出资 245 万元、350 万元分别转让给房力、张志杰，张世杰将

其所持出资 3.25 万元转让给房力，华宁仟龙湾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

持出资 400 万元转让给张志杰。

2013 年 10 月 12 日， 奥莱梯尼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房力将其所持 250

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莱梯尼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志杰 750.00 75.00

2 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00 25.00

合计 1, 000.00 100.00

经与奥莱梯尼实际控制人访谈并经发行人、奥莱梯尼确认，奥莱梯尼拥

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员工，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方面均独立于发行

人，不存在共用或混同的情形。 该公司主要从事照明产品生产与组装，城市护

栏（美观作用）的生产，其与发行人在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方面不存

在重叠的情况，不存在通过采购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等方面影响发行人的

独立性的情况。 奥莱梯尼自设立以来，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4）北京奥尔环境艺术有限公司（“奥尔艺术” ）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 号 3-5 幢 4301-4304 室

法定代表人 李伟光

主要人员名单 经理、执行董事：李伟光；监事：张英杰；财务经理：李素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 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3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36459965H

经营范围

安装喷泉设备；喷泉设计；园林景观设计；灯光照明；雕塑工艺美术品设计；可承担单

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的 5 倍的 380V 及以下的城市广场、道路、公路、建筑

外立面、公共绿地等照明工程；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森林公园管理；销售建筑材料、

灯具；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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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主营业务 照明工程施工，少量喷泉及雕塑，自设立以来未从事园林景观设计业务

主要产品 照明工程施工，少量喷泉及雕塑

主要客户及销售渠道 城市公共设施主管单位

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渠道 北京奥莱梯尼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他相关供应商

奥尔艺术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02 年 3 月，房力、娄宁伟共同出资设立奥尔艺术，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房力 30.00 60.00

2 娄宁伟 20.00 40.00

合计 50.00 100.00

2002 年 3 月 26 日，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由新股东秦皇岛恒远

正合广告装饰有限公司出资 320 万元，原股东娄宁伟增资 30 万元。

2003 年 8 月 1 日，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秦皇岛恒远正合广告

装饰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70 万元、70 万元出资分别转让给娄宁伟、房力。

2004 年 7 月 1 日，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秦皇岛恒远正合广告

装饰有限公司将其所持 180 万元出资转让给暴英志，娄宁伟将其所持 120 万

元出资转让给娄良曼，房力将其所持 100 万元出资转让给赵敏冬。

2007 年 3 月 30 日，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暴英志、娄良曼分别

将其所持 180 万元、120 万元出资转让给张志杰，赵敏冬将其所持 100 万元出

资转让给房力。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尔艺术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志杰 300.00 75.00

2 房力 100.00 25.00

合计 400.00 100.00

2007 年 6 月 6 日，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505

万元，由新股东北京维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出资 105 万元。

2008 年 3 月 26 日， 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1,

005 万元，由原股东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更名前为“北京维蔻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新增出资 500 万元。

2010 年 3 月 30 日， 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5,

000 万元，由原股东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增出资 3,995 万元。

2011 年 10 月 15 日，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房力将其持有的 1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张志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奥尔艺术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 4, 600.00 92.00

2 张志杰 400.00 8.00

合计 5, 000.00 100.00

2019 年 11 月 1 日， 奥尔艺术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5,

000 万元减少至 3,000 万元，其中股东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减少 2,0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奥尔艺术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 2, 600.00 86.67

2 张志杰 400.00 13.33

合计 3, 000.00 100.00

2021 年 4 月，奥尔艺术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减少至 1,200 万元，其中股

东张志杰退出，中置华业减资 1,4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奥尔艺术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 1, 200.00 100.00

合计 1, 200.00 100.00

经与奥尔艺术实际控制人访谈并经发行人、奥尔艺术确认，奥尔艺术拥

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员工，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方面均独立于发行

人，不存在共用或混同的情形。 该公司主要从事照明工程施工，少量喷泉及雕

塑，其与发行人在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方面不存在重叠的情况，不存

在通过采购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等方面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的情况。 奥尔

艺术自设立以来，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5）北京中置华业投资有限公司（“中置华业” ）

住所 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 13 号信息大厦 802 室

法定代表人 张志杰

主要人员名单 经理、执行董事：张志杰；监事：张英杰；财务经理：李素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6年 3 月 20 日

状态 存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786850591H

经营范围

工程项目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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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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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张志杰持股 98.00%，张增荣持股 2.00%（张增荣为张志杰之父亲）

主营业务 自成立以来无实际经营，为持股公司。

主要产品 无

专利及专有技术 无

业务资质 无

主要客户及销售渠道 无

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渠道 无

中置华业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06 年 3 月，张世杰、房力共同出资设立中置华业，设立时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1, 300.00 65.00

2 房力 700.00 35.00

合计 2, 000.00 100.00

2011 年 11 月，张世杰、房力将其持有的中置华业的股权转让于张志杰、

张增荣。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置华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志杰 1, 998.00 99.90

2 张增荣 2.00 0.10

合计 2, 000.00 100.00

2021 年 4 月，中置华业减少注册资本至 100.00 万元，其中张志杰减资 1,

9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中置华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志杰 98.00 98.00

2 张增荣 2.00 2.00

合计 100.00 100.00

经与中置华业实际控制人访谈并经发行人、中置华业确认，中置华业拥

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员工，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方面均独立于发行

人，不存在共用或混同的情形。 该公司主要为持股公司，持有奥尔艺术 100%

股权、奥莱梯尼 25%股权，其与发行人在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方面不

存在重叠的情况，不存在通过采购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等方面影响发行人

的独立性的情况。 中置华业自设立以来，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6）北京北信通联科技有限公司（“北信通联” ）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 2 层 A-0021 房间

法定代表人 林涛

主要人员名单 经理：张志杰；执行董事：林涛；监事：张小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 6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599698862L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通讯技术开发及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不含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计算机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与维护；经济贸易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棋牌除外）；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

通讯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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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张志杰持股 58.00%，林涛持股 42.00%

主营业务 为写字楼等物业单位提供通讯服务、网络服务

主要产品 通讯服务、网络服务

专利及专有技术 与通信相关

主要客户及业务承揽渠道 物业单位

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渠道 通讯设备商

北信通联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12 年 6 月，张志杰、林涛共同出资设立北信通联，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志杰 116.00 58.00

2 林涛 84.00 42.00

合计 200.00 100.00

北信通联自设立后，未发生过股权变化。

经与北信通联实际控制人访谈并经发行人、北信通联确认，北信通联拥

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员工，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方面均独立于发行

人，不存在共用或混同的情形。 该公司主要为写字楼等物业单位提供通讯服

务、网络服务，其与发行人在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方面不存在重叠的

情况，不存在采购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等方面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的情

况。 北信通联自设立以来，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7）北京海奥生态环保有限公司（“北京海奥” ）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 6 号院 28 号楼 4 层 401-412

曾用名 北京海奥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世杰

主要人员名单 经理、执行董事：张世杰；监事：白雪梅；财务经理：陈小维。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5, 05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3 月 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355828572

经营范围

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园林景观设计、施工；施工总承包；广告设计、制作；设计、安装不

锈钢雕塑、石雕、霓虹灯；环境艺术设计；施工总承包；出租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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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张世杰持股 99.5050%，白雪梅持股 0.4950%。

主营业务 园林景观设计和施工。

主要产品 园林景观设计和施工

专利及专有技术 无

业务资质 无

主要客户及销售渠道 地方政府园林局、建设局

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渠道 全国各地的供应商

北京海奥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02 年 3 月，张世杰、张树臣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海奥，北京海奥设立时的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80.00 80.00

2 张树臣 20.00 20.00

合计 100.00 100.00

2003 年 1 月 23 日，北京海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500

万元，其中由原股东张世杰新增出资 320 万元，原股东张树臣新增出资 80 万

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海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400.00 80.00

2 张树臣 100.00 20.00

合计 500.00 500.00

2007 年 10 月 26 日，北京海奥增加注册资本至 2,050 万元，由新股东秦皇

岛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出资 1,55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海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秦皇岛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550.00 75.61

2 张世杰 400.00 19.51

3 张树臣 100.00 4.88

合计 2, 050.00 100.00

2010 年 11 月 12 日，北京海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秦皇岛市银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树臣分别将其所持 1,550 万元、75 万元出资转让给张世

杰，张树臣将其所持 25 万元出资转让给白雪梅。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海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2, 025.00 98.78

2 白雪梅 25.00 1.22

合计 2, 050.00 100.00

2012 年 1 月 11 日，北京海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北京海奥注册资本增

至 5,050 万元，其中由原股东张世杰新增出资 3,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海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5, 025.00 99.50

2 白雪梅 25.00 0.50

合计 5, 050.00 100.00

北京海奥与发行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分析详见本部分之“2 上述企业与公

司不构成同业竞争的理由及依据充分性” 的相关回复。

（8）天津海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九通商业楼 2 号楼 43 号底商

曾用名

天津清源中博海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市清源中博海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

津市海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世杰

主要人员名单 执行董事、经理：张世杰；监事：白雪梅。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7,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年 6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3073101654M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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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张世杰持股 42.43%，白雪梅持股 0.43%，北京海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57.14%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

主要产品 目前是住宅

专利及专有技术 无

业务资质 房地产开发 4 级

主要客户及销售渠道

主要客户为自然人，主要销售项目为天津市静海区中清雅园，该项目为 2018 年 10 月

开建。

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渠道 公司主要的供应商为总包方天津天河伟业建设工程公司。

海奥房地产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2013 年 6 月，张世杰、白雪梅共同出资设立海奥房地产，设立时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990.00 99.00

2 白雪梅 10.00 1.00

合计 1, 000.00 100.00

2014 年 3 月，海奥房地产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海奥房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2, 970.00 99.00

2 白雪梅 30.00 1.00

合计 3, 000.00 100.00

2020 年 9 月，海奥房地产注册资本增加至 7,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海奥房地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2, 970.00 42.43

2 白雪梅 30.00 0.43

3

北京海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4, 000.00 57.14

合计 7, 000.00 100.00

经与海奥房地产实际控制人访谈并经发行人、海奥房地产确认，海奥房

地产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员工，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方面均独立

于发行人，不存在共用或混同的情形。 该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其与

发行人在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方面不存在重叠的情况，不存在采购

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等方面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的情况。 海奥房地产自设

立以来，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9）北京海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 6 号院 28 号楼 4 层 401-411

法定代表人 张世杰

主要人员名单 经理、执行董事：张世杰；监事：白雪梅。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3,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 1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PXKW37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租赁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经济贸易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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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 张世杰持股 99.00%，白雪梅持股 1.00%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

主要产品 房地产

专利及专有技术 无

业务资质 -

主要客户及销售渠道 未取得相关信息。

主要供应商及采购渠道 未取得相关信息。

北京海奥房地产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1）2020 年 1 月，设立

2020 年 1 月，张世杰、白雪梅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海奥房地产，设立时的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世杰 2, 970.00 99.00

2 白雪梅 30.00 1.00

合计 3, 000.00 100.00

经与北京海奥房地产确认， 北京海奥房地产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员

工，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方面均独立于发行人，不存在共用或混同的

情形。 该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其与发行人在销售渠道、主要客户及

供应商方面不存在重叠的情况，不存在采购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等方面影

响发行人的独立性的情况。 北京海奥房地产自设立以来，与发行人之间不存

在任何交易。

2、上述企业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的理由及依据充分性

经核查，上述企业中北京海奥与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业务范围存在一定重

叠，但是二者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机构、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独立，在

行业分类、业务定位、资质、核心技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报告期内两者不

存在交易或资金往来，销售渠道完全独立，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和主要供应

商不存在重叠。发行人未来对北京海奥无收购安排。此外，由于发行人所处行

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而北京海奥的资质等级、核心技术及业绩与发行人存

在较大差异， 且报告期内北京海奥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发行人比重较低，

发行人的业务规模亦远超过北京海奥；因此，北京海奥不会对发行人的业务

独立性以及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北京海奥与发行人之间不构成同业

竞争。 具体分析如下：

（1）历史沿革方面相互独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熠君（曾用名“张义军” ）曾任秦皇岛电视台新闻

记者，于 1997 年 12 月下海经商。 按照当时有效的《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需两人以上，故张熠君与其弟弟张世杰（曾用名“张立杰” ）进行合

作，分别以实物出资 50 万元设立秦皇岛市通达万盛装饰有限公司（“通达万

盛” ，正和有限前身）。

通达万盛设立时的经营范围为“室内外装饰、装璜；艺术品、装饰品、装饰

材料的批发、零售；小型工程的装饰、建筑、安装” ，主要从事装修业务。张熠君

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世杰时任监事。 2000 年 7 月，通达万盛更名为“秦

皇岛正和恒基装饰绿化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增加“园林绿化” 。

由于张熠君、 张世杰无法就经营理念和思路达成一致意见，2002 年 3 月

张世杰成立了北京海奥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张世杰一直在北京独立

开展业务，正和有限在 2011 年 7 月之前仍在秦皇岛注册经营；北京海奥设立

时的经营范围为“园林景观设计、施工；施工总承包；广告设计、制作；设计、安

装不锈钢雕塑、石雕、霓虹灯；环境艺术设计；施工总承包；出租办公用房” ，与

正和有限的发展起源不同。

2004 年 2 月， 张世杰将其所持正和有限 50 万元的出资无偿转让给张熠

君指定的公司员工，且不再担任公司股东，张世杰确认其自愿放弃该等出资，

且该等出资转让不属于其代张熠君持股的还原。 （下转 A2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