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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雅

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其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了《北京市盈

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 年 8月 04

日核发的 《关于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次反馈意见》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现受公司委

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 《北京市盈科（广

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的声明和相关释义，除非另有说明，均与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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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报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报备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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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

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答复如下： 

 （一）雅琪生物股份《公司章程》的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章程》 

的条款约定 
状态 涉及的法律规定 内容 

1 《公司章程》第 3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第

1款规定 
明确载明公司的注册名称 

2 《公司章程》第 4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第

1款规定 
明确载明公司的住所 

3 《公司章程》第 6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第

3款规定 
明确载明公司的注册资本 

4 
《公司章程》第 13

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第

2款规定 
明确载明公司的经营范围 

5 
《公司章程》第 20、

26、27 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第

4款规定 

明确载明公司的股东姓名

或名称 

6 
《公司章程》第 26、

27 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第

5款规定 

明确载明公司的股东出资

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7 《公司章程》第 8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第

7款 

明确载明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8 
《公司章程》第 42

条至第 173 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 6

款 

明确载明公司的机构及其

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

则 

9 
《公司章程》第 92

条至第 95条 
符合 

《公司法》第 25条 8

款 

明确载明公司的股东会会

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

项 

结论： 
雅琪生物股份的《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

的规定。 

10 
《公司章程》第 42

条至第 173 条 
符合 

《监督管理办法》

第 8条 

公众公司应当建立符合要求

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制度，明晰职责和议事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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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雅琪生物股份的《公司章程》符合《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公

司章程的规定。 

11 《公司章程》第 1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2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章程的法

律效力，规定章程自生效之

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

织和行为、公司与股东、股

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

系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

件，对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

律约束力。 

12 
《公司章程》第 19、

40、45、89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3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公司股票

采用记名方式，并明确公司

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以及

股东名册的管理规定。 

13 
《公司章程》第 175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4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保障股东

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质询

权和表决权的具体安排。 

14 
《公司章程》第 90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5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公司为防

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

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

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15 
《公司章程》第 10、

47、48、52、175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6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

义务。明确规定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各种

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及章程规定，给公司及其

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承担

赔偿责任。 

16 
《公司章程》第 57、

58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7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

范围、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

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

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17 
《公司章程》第 96、

97、98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8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董事会须

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

有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

和平等权利，以及公司治理

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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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讨论、评估。 

18 
《公司章程》第 130、

147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9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公司依法

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19 
《公司章程》第 130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10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信息披露

负责机构及负责人。如公司

设置董事会秘书的，则应当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

露事务。 

20 
《公司章程》第 166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11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利润分

配制度。章程可以就现金分

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未分

配利润的使用原则等政策

作出具体规定。 

21 
《公司章程》第 175、

176、177、178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12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关于投资

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

方式。 

22 
《公司章程》第 38、

39、40、41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13条 

章程应当载明股票不在依法

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公开

转让的公司应当在章程中

规定，公司股东应当以非公

开方式协议转让股份，不得

采取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

转让股份，并明确股东协议

转让股份后，应当及时告知

公司，同时在登记存管机构

办理登记过户。 

23 
《公司章程》第 55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14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涉及章程规定的纠纷，

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通过仲裁或诉讼

等方式解决。如选择仲裁方

式的，应当指定明确具体的

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24 
《公司章程》第 52、

88、90、113、127 条 
符合 

《章程必备条款》

第 15条 

章程应当载明： 
    （一）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监事，如实行累积

投票制的，应当在章程中对

相关具体安排作出明确规

定。 
    （二）公司如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应当在章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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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

职责及履职程序。 
    （三）公司如实施关联

股东、董事回避制度，应当

在章程中列明需要回避的

事项。 

结论： 
雅琪生物股份的《公司章程》符合《章程必备条款》关于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雅琪生物股份《公司章程》的可操作性 

    结合上文“雅琪生物股份《公司章程》的基本情况”所引用的表

格中的序号“1”至序号“24”，前述《公司章程》条款所涉及《公司

法》、《监督管理办法》、《章程必备条款》的相关规定，具体操作性体

现为： 

    1、 雅琪生物股份设立时，依法办理了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

企业名称。 

    2、 雅琪生物股份的法人股东及自然人股东在公司发起时，依法

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发起人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股东的姓名及名

称，各位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 

    3、 雅琪生物股份依法设立了有效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

具体三会人员配置如下： 

    3.1 股东大会 

序号 股东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小明 87 5.8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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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伟 60 4 货币 

3 刘鹏 60 4 货币 

4 叶文怀 45 3 货币 

5 徐呈瑞 67.5 4.5 货币 

6 胡楚惠 45 3 货币 

7 陈训银 670.5 44.7 货币 

8 

广州铂美宏管

理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180 12 货币 

9 
广东瀚鼎投资

有限公司 
45 3 货币 

10 

广州铂优缇商

务服务企业

（有限合伙） 

240 16 货币 

总股本（合计） 1500 100 - 

    3.2 董事会 

序号 董事 备注 

1 陈训银 董事长 

2 钟玉成 董事会秘书 

3 胡楚会 董事 

4 刘鹏 董事 

5 王小明 董事 

6 董爱华 董事 

    3.3 监事会 

序号 董事 备注 

1 梁红 监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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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彪 监事 

3 胡亮 监事 

    4、雅琪生物股份依法制定及颁布了有效的内控制度，详情如下： 

    4.1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4.2 《董事会议事规则》； 

    4.3 《监事会议事规则》； 

    4.4 《总经理工作细则》； 

    4.5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4.6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4.7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4.8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4.9 《内部控制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制度附则均显示为“自本制度颁布之日起

开始生效，颁布之日为签署盖章之日”，且上述制度均加盖了雅琪生

物股份的公司公章，为合法有效的内控制度，对公司的内部人员依法

产生约束力。 

    5、雅琪生物股份自设立至今所召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所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前述

决议内容与雅琪生物股份的《公司章程》规定及其所颁布的内控制度

规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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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盈科核查 

     1、核查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规定： 

    1.1 《公司法》； 

    1.2《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1.3《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 

    2、核查公司提交的内部文件： 

    2.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落款日期：2017 年 4 月 21 日）； 

    2.2 《公司章程》（落款日期：2017 年 4 月 16 日）； 

    2.3 《发起人协议》（落款日期：2017 年 4 月 16 日）； 

    2.4  雅琪生物股份自设立至今的工商内档； 

    2.5  雅琪生物股份制定的一系列内控制度； 

    2.6  雅琪生物股份自设立至今所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董

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 

    （四）盈科论证 

    1、本所律师通过上述核查手段对公司本部分事项进行核查，其中，

公司所提交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决议文件均加盖有

公司主体的公章，且决议的事项真实、合法、有效。 

    2、本所律师认真仔细地查阅公司草拟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内控制度文件，并结合公

司三会结构及人员配置进行核查，发现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控岗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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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了相应的人员，能够有效地落实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 

    3、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提交的工商内档及相关的有效证件，发

现公司在存续期间并未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一直合法合规地运

营。 

    （五）盈科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得出以下结论： 

    1、雅琪生物股份的《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

款》的规定； 

    2、雅琪生物股份的《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均具备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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