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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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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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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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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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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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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馈意见》问题一 

    （一）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

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

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

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

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答复如下：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陈训银资金占用情况 

                                                 单位：元 

期间 
期初陈训银向

公司借款余额 

陈训银向公司

借款金额 

陈训银归还公

司借款金额 

期末陈训银向

公司借款余额 

2015 年度 29,089,073.10 6,910,863.93 10,584,693.53 25,415,243.50 

2016 年度 25,415,243.50 3,298,950.09 28,714,193.59 - 

2017 年 1 月 - - - - 

经核查，2015 年度陈训银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6,910,863.93 元，

合计通过 25 笔交易；归还 10,584,693.53 元，合计通过 61 笔交易；

2016 年度陈训银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3,298,950.09 元，合计通过 25

笔交易；归还 28,714,193.59 元，合计通过 46 笔交易。上述资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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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约定利息。上述资金拆借已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清理完毕。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本反馈回复之日，陈训银未再发生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其中，较大金额的资金拆借分析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训银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向

公司借款人民币 25,415,243.50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雅琪生物与陈训银签署《借款协议》，协议

明确约定：A.截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因无法收回对临沧雅琪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项 2400 万元，为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债务

人对 2400 万元的债务予以承担；B.债务人陈训银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向债权人签署本借款协议，债务人对上述借款事实无异议；C.还款

方式：债务人陈训银承诺，对上述借款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还清；

D.借款利息及资金占用费：不计利息，同时约定资金占用费为 0。 

    本次股东借款经当时公司全体股东（胡楚惠）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相应的股东决议：A.同意公司股东陈训银，

对此无法收回对临沧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项 2400 万元的

债务予以全额承担。对于本债务陈训银承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全额归还广东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陈训银与本次股东会表决事

宜具有利害关系，因此予以回避。 

    上述借款事宜，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提交的由广州银行于

2016 年 3 月 17 出具的《业务委托书》，证实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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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到陈训银的共计人民币 25,415,243.50 元的还款。同时结合引用

由天健会所出具的“天健审[2017]3-275 号”《审计报告》中的关联

交易数据，陈训银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没有产生相关的资金占用情况。 

    （2）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胡楚惠资金占用情况 

                                                    单位：元 

期间 
期初胡楚惠向

公司借款余额 

胡楚惠向公司

借款金额 

胡楚惠归还公

司借款金额 

期末胡楚惠向

公司借款余额 

2015 年度 400,000.00 950,000.00 950,000.00 400,000.00 

2016 年度 400,000.00 - 400,000.00 -   

2017 年 1 月 - - - - 

    其中，较大金额的资金拆借分析如下： 

    （2）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胡楚惠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向

公司借款人民币 400,000.00 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雅琪生物与胡楚惠签署《借款协议》，协议

明确约定：A.债务人胡楚惠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向债权人借款 40 万

元用于股东个人用途；B.还款方式：债务人胡楚惠承诺，对于上述借

款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额归还给债权人；C.借款利息及资金占

用费：不计利息，同时约定资金占用费为 0。 

    同时本次股东借款经当时公司全体股东（陈训银）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相应的股东决议：A.同意公司借款 40万元

给股东胡楚惠用于股东个人用途，本借款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还

清；B.胡楚惠与本次股东会表决事宜具有利害关系，因此予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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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借款事宜，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提交的由招商银行分别

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及 2016 年 3 月 15 日出具的《收款回单》，证实

公司分别于2016年 3月 11日及 2016年 3月 15日收到胡楚惠两笔分

为人民币 20 万元的汇款，共计人民币 40 万元。同时结合引用由天健

会所出具的“天健审[2017]3-275 号”《审计报告》中的关联交易数

据： 

关联方 

2017 年 1 月 2016 年 2015 年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其他应收款 

陈训银     25,415，243.50  

胡楚惠     400,000.00  

    综上所示，胡楚惠于 2016 年、2017 年 1 月均没有产生相关的资

金占用情况。 

    （3）关联方李彪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李彪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报告期内，

李彪与公司往来款情况如下： 

                                                单

位：元 

期间 
期初李彪向公

司借款余额 

李彪向公司借

款金额 

李彪归还公司

借款金额 

期末李彪向公

司借款余额 

2015 年度 - - - - 

2016 年度 -   81,205.32 81,205.32 - 

2017 年 1 月 - - - - 

经核查，2016 年度李彪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81,205.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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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通过 3笔交易；归还 81,205.32 元，合计通过 6笔交易。上述资

金均未约定利息。上述资金拆借已于2016年 12月31日前清理完毕。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李彪未再发生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4）关联方钟玉成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钟玉成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报告期内，

钟玉成与公司往来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期间 
期初钟玉成向

公司借款余额 

钟玉成向公司

借款金额 

钟玉成归还公

司借款金额 

期末钟玉成向

公司借款余额 

2015 年度 - 54,974.00 4,974.00 50,000.00 

2016 年度 50,000.00 - 50,000.00 -   

2017 年 1 月 - - - - 

经核查，2015 年度钟玉成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54,974.00 元，合

计通过 2笔交易；归还 4,974.00 元，合计通过 1笔交易；2016 年度

钟玉成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0元；归还 50,000.00 元，合计通过 1笔交

易。上述资金均未约定利息。上述资金拆借已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前清理完毕。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钟

玉成未再发生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5）关联方安琪仁和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应收关联方安琪仁和往来款的情形，报告期

内，安琪仁和与公司往来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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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期间 

期初安琪仁和

向公司借款余

额 

安琪仁和向公

司借款金额 

安琪仁和归还

公司借款金额 

期末安琪仁和

向公司借款余

额 

2015 年度 - - - - 

2016 年度 -   2,490,000.00 102,080.00 2,387,920.00 

2017 年 1 月 2,387,920.00 - 300,000.00 2,087,920.00 

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 
2,087,920.00 - 2,087,920.00 - 

注：此处披露的公司与湖北安琪仁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资

金拆借不包括公司向湖北安琪仁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支付的履

约保证金 1,331,000.00 元。 

经 核 查 ， 2016 年 度 安 琪 仁 和 向 本 公 司 拆 借 资 金

2,490,000.00 元，合计通过 2笔交易；归还 102,080.00 元，合

计通过 1笔交易；2017 年 1 月安琪仁和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0元；

归还 300,000.00 元，合计通过 2 笔交易。上述资金均未约定利

息。上述资金拆借款，湖北安琪仁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8日清偿完毕。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

安琪仁和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6）关联方广州铂优缇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广州铂优缇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报

告期内，广州铂优缇与公司往来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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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期间 

期初广州铂优

缇向公司借款

余额 

广州铂优缇向

公司借款金额 

广州铂优缇归

还公司借款金

额 

期末广州铂优

缇向公司借款

余额 

2015 年度 - - - - 

2016 年度 -   6,413.47 - 6,413.47 

2017 年 1 月 6,413.47 - - 6,413.47 

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 
6,413.47 - 6,413.47 - 

经核查，2016 年度广州铂优缇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6,413.47 元，

合计通过 1笔交易。上述资金均未约定利息。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铂优缇欠公司款项已通过

现金方式偿还完毕，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形。 

    （7）关联方广州铂美宏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应收关联方广州铂美宏往来款余额，报告期

内，广州铂美宏与公司往来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期间 

期初广州铂美

宏向公司借款

余额 

广州铂美宏向

公司借款金额 

广州铂美宏归

还公司借款金

额 

期末广州铂美

宏向公司借款

余额 

2015 年度 - - - - 

2016 年度 -   920.00 - 920.00 

2017 年 1 月 920.00 1,725.00  2,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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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 
2,645.00 - 2,645.00 - 

经核查，2016 年度广州铂美宏向本公司拆借资金 920.00 元，

合计通过 1 笔交易；归还 0元；2017 年 1 月，广州铂美宏向本公

司拆借资金 1,725.00 元，合计通过 3笔交易；归还 0元。上述资

金均未约定利息。 

    2、盈科核查 

    核查公司提交的以下文件： 

    （1）《借款协议》（公司与陈训银签署）（落款日期：2014 年 12

月 31 日）； 

    （2）《借款协议》（公司与胡楚惠签署）（落款日期：2013 年 12

月 31 日）； 

    （3）《股东会决议》（落款日期：2014 年 12 月 31 日）； 

    （4）《股东会决议》（落款日期：2013 年 12 月 31 日）； 

    （5）《业务委托书》（落款时间：2016 年 3 月 17 日）； 

    （6）《收款回单》（落款时间：2016 年 3 月 11 日）； 

    （7）《收款回单》（落款时间：2016 年 3 月 15 日）； 

    （8）《审计报告》（编号：天健审[2017]3-275 号）； 

    （9）查阅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于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函》、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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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股东陈训银、胡楚惠于2017年 4月22日签署的《承诺函》。 

    3、盈科论证 

    （1）关于陈训银、胡楚惠两次较大金额的资金占用论证 

    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及《股东会决议》，

认定陈训银及胡楚惠的借款金额真实，且决策程序完备，同时，借款

协议上明确约定了无资金占用费。 

    结合天健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编号：天健审[2017]3-275

号）的关联方交易数据，核实了陈训银及胡楚惠与公司发生的资金占

用事宜数额与《借款协议》一致。 

    同时，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提交的《业务委托书》及《收款回

单》，均证明陈训银及胡楚会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结清了全部借款数额，没有违反协议中约定的承诺。 

    陈训银、胡楚惠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承诺函，其承诺“本

人于报告期间至材料申报期间，所发生的资金占用事宜已结清，情况

属实，本人日后会杜绝向公司借款，若违反本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经本所律师核查，陈训银、胡楚惠没有存在

违反本承诺的事项的情况。 

    （2）关于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论证 

关联方占用公司的资金已全部偿还，之后未发生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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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关联方与公司发生上述资金占用事宜的

《借款协议》、相关股东会决议及关联方回避承诺函，发现关联方与

公司发生的资金占用事宜决策程序完备，而且没有违反相关的承诺事

项。 

雅琪生物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为防止股东及其

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公司采取的具体制度安排如下： 

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

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对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和审批程

序作了规定，其中，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除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外的所有担保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盈科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得出以下结论： 

（1）公司存在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的情况，但相关的资金占用情况已于公司于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递交申报资料前全部结清； 

（2）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决策

程序十分完备，均经过了股东会召开产生决议及履行了关联股东回避

的程序； 

（3）公司存在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

的情况，本所律师结合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签署的相关《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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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未发现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定公司不存

在影响申请挂牌的实质性障碍，符合挂牌的相关条件。 

 

二、《反馈意见》问题二 

    （二）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

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

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

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

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

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

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回复如下： 

    1、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相关

规定，雅琪生物股份涉及需要核查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名称 关联关系 核查领域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政府部门黑名单 

1 

广东雅琪生

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主体本身 

（1）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 

（2）信用中

否 

2 陈训银 法定代表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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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共

同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长 

国； 

（3）全国法院

被执行人信息

网； 

（4）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 

（5）证券期货

市场失信记录

查询平台； 

（6）绿盾全国

企 业 征 信 系

统； 

（7）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

局； 

（8）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9）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10）国家税

务总局。 

3 胡楚惠 
共同实际控制

人之一、董事 
否 

4 刘鹏 
副总经理、 

董事 
否 

5 钟玉成 

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总裁助理 

否 

6 王小明 董事 否 

7 董爱华 董事 否 

8 梁红 监事会主席 否 

9 胡亮 监事 否 

10 李彪 监事 否 

11 

广州银琪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否 

12 

湖北雅琪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否 

    2、盈科核查 

    （1）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gsxt.gov.cn/（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2）于2017年6月30日登录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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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国）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3）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zhixing.court.gov. 

cn/search/（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

保存； 

    （4）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shixin.court.gov.cn/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5）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shixin.csrc.gov. 

cn/honestypub/（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对上述主体进行

查询并截图保存； 

    （6）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11315.com/（绿盾

全国企业征信系统）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7）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sda.gov.cn/（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8）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aqsiq.gov.cn/（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9）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mep.gov.cn/（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10）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chinatax.gov.cn/

（国家税务总局）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11）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由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分别出具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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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联合惩戒情况承诺函》。 

    3、盈科论证 

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规

定，申请挂牌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申请挂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

子公司）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限制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 

本所律师通过登录政府及相关部门等具有公示证明力及监

管力的官方网站进行核查，发现上述相关主体未存在被列为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或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违法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同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已分别出具的《无失信联合惩戒情况

承诺函》，其承诺“本人/本机构自报告期期间至材料申报期间，不存

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或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税收违法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情

况属实。若违反前述承诺事项，本人/本机构愿意一力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4、盈科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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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自报告期期间至材料申报

期间并未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上述主体也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税收违法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3）本所律师认为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合法

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反馈意见》问题三 

    （三）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

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

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公司

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请核

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

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3）公司是否存

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

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

的影响。 

    本所律师回复如下： 



 

 
19 

 

    1、公司经营业务资质的基本情况 

序号 名称 证书编号 颁证时间 有效期限 颁证单位 

1 
饲料生产许

可证 

粤饲证（2014）

01076 
2014/08/14 

2014/08/14

至

2019/08/13 

广东省农

业厅 

2 
饲料添加剂

生产许可证 

粤饲添（2015）

H01022 
2015/02/13 

2015/02/13

至

2020/02/12 

广东省农

业厅 

3 

出口饲料生

产、加工、

存放企业检

验检疫注册

登记证 

4400FAO30 2013/11/04 

2013/11/04

至

2018/11/03 

广东出入

境检验检

疫局 

4 

自理报检企

业备案登记

证书 

4424603118 2013/11/29 无 

番禺出入

境检验检

疫局 

5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No.11615Q100

92R0M 
2015/06/4 

2015/06/4 至

2018/06/03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心 

6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证书 

No.116FSMS1

500030 
2015/06/4 

2015/06/4 至

2018/06/03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心 

7 
FAMI-QS 

Code 
无 2016/5/20 

2016/5/20 至

2019/5/19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心 

8 
Production 

of Feed 
无 2016/5/20 

2016/5/20 至

2019/5/19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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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G

MP+) 

心 

9 
质量标准登

记证书 

440100887-20

09 
2013/11/26 无 

广州市番

禺区质量

技术监督

局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通过结合现行有效的

法律规定及核查公司提交的相关业务资质，公司的业务资质已经齐全，

同时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公司的业务不需要取得特许经

营权。 

    2、公司业务范围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登记的经营范围，公司的经

营范围为“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饲料批发；货物进出

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其他肥料（含水溶肥料）制

造；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批发；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职业

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食品添加剂批发；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饲料加工；

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输服务）；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化学药品原

料药制造；物联网服务；食品添加剂制造；调味品批发；其他调味品、

发酵制品制造”。 

    结合天健会计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出具的“天健审[2017]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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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审计报告》中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数据显示（下列产品均为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产品 

2017 年 1 月 2016 年 2015 年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

务成本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

务成本 

雅康宝 
1,010,842

.04 

823,147.9

3 

11,593,

678.03 

8,296,7

34.84 

11,785，

623.88 

8,485，

822.59 

雅希宝 98,076.94 49,803.16 
3,660,3

96.75 

2,000,6

34.91 

1,850,4

49.74 

879,471

.04 

雅旺宝 
130,128.2

0 
44,081.18 

2,282,5

74.80 

639,263

.89 

2,905,0

55.63 

1,250,1

34.93 

雅乐宝 
1,977,991

.04 

1,280,275

.85 

35,748,

308.98 

24,425,

503.07 

28,777,

066.75 

20,624,

604.76 

雅富宝 
535,897.4

2 

472,578.3

7 

592,307

.67 

489,756

.98 
  

其他 
543,308.1

5 

484,908.9

1 

8,579,2

94.68 

6,525,8

07.57 

3,845,2

69.17 

2,116,0

35.46 

小计 
4,296,243

.79 

3,154,796

.40 

62,456,

560.91 

42,377,

701,26 

49,163,

464.17 

33,356,

068.78 

    综上，可以确定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成分为酵

母及酵母衍生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因此与《公司章程》及公司

登记经营范围一致且未超越现有资质进行经营；同时，经本所律师核

查公司的业务资质，并未发现公司存在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3、公司业务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 

    综合上述“1、公司经营业务资质的基本情况”表中列明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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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关资质的期限，公司的业务资质距离到期期限均具有 1年的时

间，因此，公司的业务资质不存在即将到期的情况。 

    4、盈科核查 

    核查公司提交的以下相关材料： 

    （1）《公司章程》（落款日期：2017 年 4 月 16 日）； 

    （2）《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3-275 号）； 

    （3）饲料生产许可证（粤饲证（2014）01076）； 

    （4）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粤饲添（2015）H01022）； 

    （5）出口饲料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证

（4400FAO30）； 

    （6）自理报检企业备案登记证书（4424603118）； 

    （7）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No.11615Q10092R0M）； 

    （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No.116FSMS1500030）； 

    （9）FAMI-QS Code； 

    （10）Production of Feed Materials(GMP+)； 

    （11）质量标准登记证书（440100887-2009）。 

    核查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 

    （1）《食品安全法》； 

    （2）《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3）《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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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5）《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6）《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通过登录第三方网站进行核查： 

    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gsxt.gov.cn/（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5、盈科论证 

    （1）关于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的论

证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

的业务属于食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包括食品添加剂生产等相关行业；

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相关行业的企业必须具备《饲料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同时需要具备相关的食品认证证书；根

据《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涉及

进出口贸易的业务具备《出口饲料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检验检疫注

册登记证》；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业

务不需要特许经营权。同时，本所律师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gsxt.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公司进

行查询并截图保存，未发现公司存在被列入经营异常机构名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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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公司目前的业务资质是齐备的，同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陈训银、胡楚惠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公司自注册登记之日起，一直严

格按照经营范围及具备的业务资质合法合规的开展业务；若有违反前

述承诺事项，愿意一力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

情况论证 

    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

程》，并且引用天健会计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出具的“天健审

[2017]3-275 号”《审计报告》中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数据，通过

核查前述文件，本所律师一致认定公司自报告期间至材料申报期间不

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公司一直是按照其登记的经营范围

从事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成分为酵母及酵母衍生物）研发、生产及销

售作为主营业务。 

    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提交的业务资质，并未发现公司存在使

用国企资质的情况。 

    （3）关于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的论证 

序号 名称 证书编号 颁证时间 有效期限 颁证单位 

1 
饲料生产许

可证 

粤饲证（2014）

01076 

2014/08/1

4 

2014/08/14

至

2019/08/13 

广东省农

业厅 

2 
饲料添加剂

生产许可证 

粤饲添（2015）

H01022 

2015/02/1

3 

2015/02/13

至

广东省农

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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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2 

3 

出口饲料生

产、加工、

存放企业检

验检疫注册

登记证 

4400FAO30 
2013/11/0

4 

2013/11/04

至

2018/11/03 

广东出入

境检验检

疫局 

4 

自理报检企

业备案登记

证书 

4424603118 
2013/11/2

9 
无 

番禺出入

境检验检

疫局 

5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No.11615Q100

92R0M 
2015/06/4 

2015/06/4至

2018/06/03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心 

6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证书 

No.116FSMS15

00030 
2015/06/4 

2015/06/4至

2018/06/03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心 

7 
FAMI-QS 

Code 
无 2016/5/20 

2016/5/20至

2019/5/19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心 

8 

Production 

of Feed 

Materials(

GMP+) 

无 2016/5/20 
2016/5/20至

2019/5/19 

北京华思

联认证中

心 

9 
质量标准登

记证书 

440100887-20

09 

2013/11/2

6 
无 

广州市番

禺区质量

技术监督

局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交的资质，发现公司的业务资质有效期限

距离届满之日均具备长达一年以上的时间段，因此，公司不具备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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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的业务资质。 

    6、盈科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得出以下结论： 

    （1）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且公司

的主营业务不需要特许经营权，公司业务资质的是齐备的，而且相关

业务的开展也符合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 

    （2）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3）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 

 

四、《反馈意见》问题四 

    （四）公司股东存在机构投资者。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

（1）机构投资者的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是否存在私募基金情形；

若存在私募，请进一步核查备案情况；（2）公司、原股东与机构投资

者签署的协议中是否存在涉及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内容，若存在

请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情形。（3）如存在员工

持股平台，请说明前述间接持股的安排是否会导致公司的实际股东超

过 200 人。 

    本所律师的回复如下： 

    1、机构投资者的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的基本情况 

    （1）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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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出资数额（万元） 

1 陈训银（普通合伙人） 21.5625 64.6875 

2 姚欣（有限合伙人） 3.1250 9.3750 

3 肖洁萍（有限合伙人） 4.6875 14.0625 

4 蔡俊彬（有限合伙人） 3.1250 9.3750 

5 冯业（有限合伙人） 4.6875 14.0625 

6 李彪（有限合伙人） 6.7812 20.3437 

7 胡亮（有限合伙人） 12.5000 37.5000 

8 梁红（有限合伙人） 3.1250 9.3750 

9 钟玉成（有限合伙人） 2.3438 7.0313 

10 董爱华（有限合伙人） 3.1250 9.3750 

11 邓丽云（有限合伙人） 0.3125 0.9375 

12 尹大理（有限合伙人） 0.4688 1.4063 

13 蓝小花（有限合伙人） 0.1562 0.4687 

14 谭斌（有限合伙人） 7.5000 22.5000 

15 姚微荣（有限合伙人） 5.0000 15.0000 

16 施亦文（有限合伙人） 5.0000 15.0000 

17 张彦（有限合伙人） 3.7500 11.2500 

18 冷玲（有限合伙人） 3.7500 11.2500 

19 周成钢（有限合伙人） 2.5000 7.5000 

20 沈小华（有限合伙人） 5.0000 15.0000 

21 李华（有限合伙人） 1.5000 4.5000 

    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提交

的《公司章程》以及通过登录 http://www.gsxt.gov.cn/（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获得以下信息： 

    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的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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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前述经营范围并不涉及私募投资证券、私

募投资股权、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与私募基金行业相关的业务，因

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广州

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无须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同

时经本所律师登录 http://www.amac.org.cn/（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核查，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亦不存在已办理

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况。 

    （2）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数额（万元） 

1 
广西和丰传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8.75 375.00 

2 叶文怀 27.5 550.00 

3 王文 3.75 75.00 

4 梁兵 6.25 125.00 

5 谢国辉 6.25 125.00 

6 黄创华 37.5 750.00 

    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公司章程》

以及通过登录 http://www.gsxt.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核查其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获得以下信息： 

    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

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前述经营范围并不涉及私募投资证券、

私募投资股权、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与私募基金行业相关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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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

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无须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同时经本所律

师登录http://www.amac.org.cn/（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查，

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亦不存在已办理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

况。 

    （3）广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出资数额（万元） 

1 陈训银（普通合伙人） 58.3333 131.25 

2 冯喜苑（有限合伙人） 16.6667 37.5000 

3 梁惠琼（有限合伙人） 16.6667 37.5000 

4 周风文（有限合伙人） 8.3333 18.7500 

    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广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提交

的《公司章程》以及通过登录 http://www.gsxt.gov.cn/（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获得以下信息： 

    广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的经营范围为：贸易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前述经营范围并不涉及私募投资证券、私

募投资股权、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与私募基金行业相关的业务，因

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广州

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无须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同

时经本所律师登录 http://www.amac.org.cn/（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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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核查，广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亦不存在已办理

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况。 

    2、公司、原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签署的协议的基本情况 

序号 机构投资者 签订的协议 签订主体 签订时间 

1 

广州铂优缇商务

服务企业（有限

合伙） 

《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广州铂优缇 2016.11.21 

2 
广东瀚鼎投资有

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广东瀚鼎 2016.11.21 

3 

广州铂美宏管理

咨询企业（有限

合伙） 

《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广州铂美宏 2016.11.21 

    （1）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核心条款如下：A.股东陈

训银将原认缴出资 24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16%）的部分转让给广

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转让金 300 万元。B.2016 年 11

月 21 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支付给转让方。C.截至 2016 年

11 月 21 日，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股东各方均已认

可。从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

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

承担责任。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除上述

披露的核心条款外，协议内容不涉及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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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于2016年 11月21日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协议的核心条款如下：A.股东陈训银将原认缴出资 4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3%）的部分转让给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

转让金 56.25 万元。B.2016 年 11 月 21 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

部支付给转让方。C.截至 2016 年 11 月 21 日，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

算清楚，无隐瞒，股东各方均已认可。从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成为

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除上述

披露的核心条款外，协议内容不涉及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内容。 

    （3）广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核心条款如下：A.股东陈

训银将原认缴出资 18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12%）的部分转让给广

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转让金 225 万元。B.2016 年 11

月 21 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支付给转让方。C.截至 2016 年

11 月 21 日，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股东各方均已认

可。从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

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

承担责任。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除上述

披露的核心条款外，协议内容不涉及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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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员工持股平台的基本情况 

序号 员工持股平台名称 股东人数（个/人） 

1 
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

合伙） 
21 

申请挂牌主体 

2 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合 计 31 

    综上，统计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股的股东及公司的股东总人数为

31 人，合计人数没有超过 200 人，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股

东人数合计没有超过 200 人的不需要向证监会进行申报及申请。 

    4、盈科核查 

    核查公司提交的以下（1）至（4）项文件： 

    （1）《公司章程》（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章程》（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 

    （3）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日）； 

    （4）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登录 http://www.gsxt.gov.cn/（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上述主体进行查询并截图保存。 

    5、盈科论证 

    （1）关于机构投资者的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是否存在私募基

金情形的论证 

    经本所律师通过逐一核查机构投资者的《公司章程》及通过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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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核查，发现机构投资者的经营范围及

主营业务均不涉足私募基金行业，结合基金业协会颁布的现行有效的

自律性规则，机构投资者无须登记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2）关于公司、原股东与机构投资者签署的协议中是否存在涉

及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内容的论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发现签署协议的条款内容合法、有效，且合同签订主体双方均予以签

章，同时协议内容并不涉及对赌、股权回购等条款内容 

    （3）关于存在员工持股平台，请说明前述间接持股的安排是否

会导致公司的实际股东超过 200 人的论证 

     经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员工持股平台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

（有限合伙）的人数，并与公司的股东人数作出统计，发现公司实际

股东仅为 31 人，并不存在超过 200 人的情况。 

    6、盈科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得出以下结论： 

    （1）三名机构投资者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广

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及广东瀚鼎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营

业务均不涉及私募基金行业，无须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事项。 

    （2）公司与三名机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协议中不存在涉及对赌、

股权回购等条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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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员工持股平台广州铂优缇商务服务企业（有限合伙）及广

州铂美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的间接持股安排，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股东人数超 200 人。 

 

五、《反馈意见》问题五 

    （五）公司缺少部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权证，请主办券商、

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土地、房产的权属是否清晰，

是否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2）土地、房产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重要性；（3）无法办理产权证的原因，是否存在完全无法办理的

问题，补办事项的进展及是否可行、可预期；（4）分析公司存在的风

险、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风险可控性，量化发生房屋拆

迁将给公司带来的搬迁费用和经济损失；（5）以上事项是否影响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所律师的回复如下： 

    1、公司的缺少部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权证的基本情况 

土地位置 土地权属人 与公司关联关系 
土地使用权证及

房地产权证 

湖北省云梦经济开发

区南外环路以南、湖北

佳洁食品公司以东、湖

北天宫制药公司以西

詹桥村及隔蒲镇下河

湖北雅琪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正在办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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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块 

    （1）云梦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与湖北

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约定将位于“湖北

省云梦经济开发区南外环路以南、湖北佳洁食品公司以东、湖北天宫

制药公司以西詹桥村及隔蒲镇下河村地块”批准给湖北雅琪兴建酵母

及深加工生产基地。 

    （2）云梦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出具证明：“湖北雅

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拟选址在城关镇占桥村，下河村，用地

面积为 2.6928 公顷，该项目选址位于《云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确定的有条件建设区”。 

    （3）云梦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出具证明：“兹我局

“云梦县国土资源”局追认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云梦县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我

局追认该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 

    我局同意将位于“湖北省云梦经济开发区南外环路以南、湖北佳

洁食品公司以东、湖北天宫制药公司以西詹桥村及隔蒲镇下河村地块”

予以审批给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于办公及项目落实之用，并

同意按照法定程序依法为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土地使用

权证及相关的房产证。特此证明”。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三份文件，认定位于“湖北省云梦经济开发

区南外环路以南、湖北佳洁食品公司以东、湖北天宫制药公司以西詹

桥村及隔蒲镇下河村地块”的权属清晰，亦未发现潜在的纠纷，相关



 

 
36 

 

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2、土地、房产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性 

    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雅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持有 100%

的股权。 

    湖北雅琪系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的新企业，经营范围为“酵

母、酵母深加工制品项目及原料发酵项目的建设、技术研发、生产、

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饲

料加工批发；农产品初加工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商品批发。（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设立后一直处

于前期的筹备工作，至今尚未正式开展主营业务。 

    结合天健会计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出具的“天健审[2017]3-275

号”《审计报告》中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数据显示，公司的主营业

务收入均来自销售公司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为主，并不涉及其他子公

司的业务收入占比，因此湖北雅琪正在办理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

的土地及房产不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3、无法办理产权证的原因，是否存在完全无法办理的问题，补

办事项的进展及是否可行、可预期 

    结合本章节第 1条的情况分析，位于“湖北省云梦经济开发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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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路以南、湖北佳洁食品公司以东、湖北天宫制药公司以西詹桥村

及隔蒲镇下河村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并非无法办理，而是

处于正在办理的过程。鉴于《项目投资合同书》的签订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而正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及房产证共计需要的审批

期限为 8至 12 个月不等，因此，目前该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处

于提交给云梦县国土资源局办理行政审批的进度，同时，云梦县国土

资源局已出具证明，证明目前该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正在办理过程

中，办理事项可行、可预期。 

    4、分析公司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风

险可控性，量化发生房屋拆迁将给公司带来的搬迁费用和经济损失 

    鉴于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 9月23日新设的全资

控股子公司，而且其主营业务同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

销售，且湖北雅琪自设立之日起至今仍未满一年，一直处于前期的筹

备工作，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一直处于办理当中。同时鉴于公司的

主营业务与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相似，因此，两者

之间不具有业务上的依赖性，结合天健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湖

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未与公司产生相关的关联交易，主营业务

收入中也未呈现出占比，因此公司完全可以依靠本身的主营业务收入

持续经营下去而不受影响，存在的风险极低，且风险完全可以掌握在

公司主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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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公司未办理土地产权证书的厂房设计系钢

结构单层标准化车间，用于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产基地

用途，目前仍在筹建期间，相关厂房尚未筹建、设备尚未订购进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一旦发生房产拆迁情形，可能产生的费用

及经济损失情况如下：  

    （1）搬迁费用：设备尚未进场，不存在设备拆迁后搬迁的费用。  

    （2）拆迁费用：即钢结构车间拆卸的人工费用。经了解，公司

所在区域人工费用约为 200-300 元/天，本项工作约需 15 人，时间

约需 15 天，本项费用约 6.75 万元。  

    （3）场地租赁费用：鉴于本土地涉及的为新建项目，且设备尚

未订购，不存在设备转移后另行租赁厂房的行为。 

    （4）直接经济损失，即直接灭失的房屋净值。经核查，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上述在建工程的期末余额为 797 万元。同时由于湖

北雅琪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因此不能在土地上建造相关的房屋，

因此不存在因房屋灭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5）间接经济损失，即公司可能因新筹建厂房拆迁，导致来年

从第三方原料采购数量增加，加大半成品原料的采购压力。本所律师

暂未发现公司存在此方面的经济损失。 

    若未来发生湖北雅琪无法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的情

况，且面临搬迁的情况，经济损失主要来源于上述费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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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以上事项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鉴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突出，且对湖北雅琪的业务不具有依赖

性，完全独立；同时，即使湖北雅琪面临无法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及房产证的情况，且面临搬迁的情况，目前亦未在土地上建造相关房

产及添置设备设施，无须支付房屋拆迁费，届时湖北雅琪完全可以另

行选址作为业务的开展经营场所。因此，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

经营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6、盈科核查 

    核查公司提交的以下文件： 

    （1）《项目投资书》（落款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 

    （2）《云梦县国土资源局证明》（落款日期：2017 年 5 月 8 日）； 

    （3）《云梦县国土资源局证明》（落款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 

    （4）《审计报告》（编号：天健审[2017]3-275 号”）。 

    7、盈科论证 

    根据《土地管理办法》及《物权法》的规定，国土资源局具有对

国有土地及辖区范围内的部分集体土地具有审批、开展“招拍挂”、

出租、划拨、出让等等的权利。结合公司提交的云梦县国土资源局出

具的两份证明，前述两份证明均证实了位于“湖北省云梦经济开发区

南外环路以南、湖北佳洁食品公司以东、湖北天宫制药公司以西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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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及隔蒲镇下河村地块”的权属清晰，且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地在依

法办理中，两份证明均具有云梦县国土资源局加盖的公章，属于合法

有效的证明文件。 

    同时，结合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有力说明公司与湖北

雅琪的业务不具有依赖性，即使湖北雅琪不能正常开展营业，也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8、盈科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得出以下结论： 

    （1）位于“湖北省云梦经济开发区南外环路以南、湖北佳洁食

品公司以东、湖北天宫制药公司以西詹桥村及隔蒲镇下河村地块”权

属属于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权属清晰，亦未发现潜在的

纠纷，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2）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均来自销售公司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为主，并不涉及其他子公司的业务收入占比，因此湖北雅琪正在办理

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的土地及房产不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3）湖北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未与公司产生相关的关联交

易，主营业务收入中也未呈现出占比，因此公司完全可以依靠本身的

主营业务收入持续经营下去而不受影响，存在的风险极低，且风险完

全可以掌握在公司主体本身；即使湖北雅琪面临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证及房产证及面临搬迁的结果，亦不存在产生相应的设备设施折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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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房屋拆迁费用的情形。 

    （4）本章节涉及的部分缺乏土地权属证明的相关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六、《反馈意见》问题六 

    （六）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

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

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经本所律师仔细研读及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

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需要补充说明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

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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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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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开

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负责人： 

 

 

经办律师一： 

 

 

经办律师二：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