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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农好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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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致：上海农好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农好饲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农好饲料”）委托，担任本次公司股票申请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业务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农好饲料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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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农好饲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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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农好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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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现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关于上海农好饲料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及公司要

求，就公司本次挂牌过程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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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未

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一并使用，如《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法律意见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法

律意见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反馈问题 1：经反馈回复，公司与潘宝华于 2009 年 1 月 1 日签订《出资份

额代持协议》，为其持有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80%的出资份额，2016

年 5 月，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80%的出资份额转让给

潘宝华。 

上述股份代持是否真实，目前公司与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否存在

字号、商标许可使用等交易及资金往来，是否影响公司独立性和公司利益；如

存在交易往来，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程序合法规范性及价格公允性；请主办券

商、律师补充发表核查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 

结合上述核查情况，关于公司关联方、关联交易披露是否充分，请主办券商、

律师补充发表核查意见。 

（一）出资份额代持的真实性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核查，上述出资份额代持的形成及解除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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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潘宝华签订《出资份额代持协议》，公司为潘

宝华代为持有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80%的出资份额； 

2．2016 年 5 月 4 日，公司与潘宝华签署《终止代持股协议》，终止上述《出

资份额代持协议》，公司不再代潘宝华持有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

简称“水产合作社”）80%的出资份额。同日，公司与潘宝华签订了《出资份额

转让协议》，将公司所持有的水产合作社 80%的出资份额转让给潘宝华。2016

年 6 月 17 日，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 

根据《出资份额代持协议》，代持出资份额为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进行，为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解除代持股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出资份额

的代持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已终结。经潘宝华、水产合作社以及农好饲料共

同确认，上述出资份额代持的形成及解除事项系真实、有效的，为各方的真实意

思表示。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资份额的代持真实。 

（二）与水产合作社的交易及资金往来 

根据中兴财光华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304537 号”《审计

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与水产合作社存在交易及资金往来，且构成关联交易，

详细情况如下： 

1．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福建宁德蕉城分社）销售水产饲料。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元）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水产合作社 销售商品 84.00 1,125,663.70 1,549,720.00 

水产合作社福建 销售商品 340,653.00 2,371,910.00 4,838,7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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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元）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宁德蕉城分社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向水产合作社（含福建宁德蕉

城分社）销售产品，公司系按照实际成本加成 20%左右利润的方式水产合作社协

商定价，符合行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合理。 

2．关联资金拆借 

拆出：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6年1月1日 拆出金额 归还金额 2016年12月31日 

水产合作社金山分社 312,602.40 19,099.70 331,702.10 —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月1日 拆出金额 归还金额 2015年12月31日 

水产合作社金山分社 — 424,217.10 111,614.70 312,602.40 

根据公司的说明，上述关联资金往来系水产合作社因经营业务的需要向公司

所借的款项，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水产合作社已清偿全部借款。根据公司

的说明、中兴财光华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304537 号”《审计

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与水产合作社间不存在关联资金拆借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签订交易文件的时间均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在

有限公司阶段未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为规范公司治理，农好有限在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分别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审议，认为公司与水产合作社之间

的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该等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水产合作社

之间关联交易协议文件的签订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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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所律师注意到，除上述披露的关联交易

外，公司与水产合作社尚存在如下交易： 

1．在水产合作社成立初始即 2009 年 1 月，为迅速扩大水产合作社的市场影

响力，潘宝华与郑瑞花、潘学彬、郑顺林商议希望农好饲料许可水产合作社无偿

使用“农好”的字号，许可使用期限与水产合作社经营期限一致。 

2．2014 年 6 月 7 日，公司成功注册“涛丰农好”的商标，其注册号为

“11942844”，类别为 29 类，具体范围包括贝壳类动物（非活）；蛋；豆腐制

品；干食用菌；海菜；海参（非活）；海带；海蜇皮；家禽（非活）；甲壳动物

（非活）；烹饪用蛋白；肉；食用油脂；水产罐头；鱼（非活）；鱼制食品；紫

菜；鱿鱼。根据公司的说明，上述商标成功注册后，潘宝华与郑瑞花、潘学彬、

郑顺林商议希望农好饲料许可水产合作社无偿使用注册号为“11942844”的商标。 

为了规范公司管理，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

意：（1）确认上述字号及商标许可使用事宜可以进一步帮助扩大公司在水产饲

料市场的影响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2）同意许可水产合作

社继续无偿使用公司字号；（3）同意许可水产合作社免费使用注册号为“11942844”

的商标一年，自第二年起许可使用费按市场价确定。 

同日，农好饲料与水产合作社金山分社签署了《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协议

约定农好饲料将注册号为“11942844”的商标授权许可水产合作社金山分社使用，

许可使用的期限自 2016年 5月 4日至 2021年 5月 3日，许可使用费第一年免费，

第二年一次性支付第二年至第五年的全部商标许可使用费共计 1万元。水产合作

社已于 2017年 10月 16日根据前述协议将商标授权许可费用支付给了农好饲料。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上述关联交易系偶发性的关联交易，且签订相关交易

协议或达成交易意向时，公司尚处于有限公司阶段，未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为规范公司治理，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召开股东会，针对上述字号及商标许

可使用事宜进行了审议，认为公司与水产合作社之间的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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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额系交易双方结合市场行情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或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虽然上述关联交易未完全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但金

额较小，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也未对公司日常的生活经营活动未造成不

利影响。 

（三）是否影响公司独立性及公司利益 

如《法律意见书》中论述，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

营的能力，业务独立。根据水产合作社出具的说明、《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水产合作社主要从事水产养殖业务，为农好饲料的下游行业，与农

好的饲料的主营业务有较大不同，且相互之间也不存在重大依赖，不存在影响农

好饲料独立性的情况；此外，水产合作社已出具承诺：“ 

1．本合作社目前及未来不会经营与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或

存在竞争的业务； 

2．在使用“农好”字号及农好饲料授权许可使用的商标时，应尽力维护农

好饲料及其子公司的声誉，避免损害农好饲料的利益； 

3．在使用“农好”字号及农好饲料授权许可使用的商标过程中，不刻意引

导或欺骗公众、引致公众误解本合作社为农好饲料投资或实际经营。 

如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受到损失的，由本合作社承担，

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水产合作社的交易及资金往来不会影响公司独

立性及公司利益。 

（四）关于关联方、关联交易的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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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公司出具的说明及中兴财光华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

第 304537 号”《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披露的关联方及

关联交易已进行了充分披露，无重大遗漏或隐瞒。 

反馈问题 2：经反馈回复，律师意见认为“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畜禽类饲料、

特种水产饲料，不存在从事经营饲料添加剂的情形”，请律师补充发表论证意

见；关于公司产品涉及、遵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

管理办法》等合法、合法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发表核查意见。 

（一）公司经营的产品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产品按喂养对象可分为畜禽类

饲料、特种水产饲料两类。 

1．畜禽类饲料 

公司生产的畜禽类饲料主要用于饲喂家畜家禽，如鸭、鸡和猪等，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用途 

1 
蛋鸭产蛋高峰期配合饲料（332、333、336、338、332A、

333A、336A、338A） 
商品蛋鸭养殖 

2 种鸭产蛋期配合饲料（335、335A） 种鸭养殖 

3 肉鸭配合饲料（360、361、361A、3A、362） 番鸭养殖 

4 肉鸭配合饲料（#
5、#

5D 系列） 白鸭、麻鸭养殖 

5 
肉鸡配合饲料（510、511、512、513、512S、513S、

622） 

快速、中速、慢速黄羽肉

鸡养殖 

1 乳仔猪配合饲料（550、551） 7 日龄～20kg 乳仔猪 

2 生长肥育猪配合饲料（552、952） 20kg～出栏 

2．特种水产饲料 

公司生产的特种水产饲料主要用于饲喂特种水生动物，如石斑鱼、大黄鱼和

南美白对虾等，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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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用途 

1 石斑鱼配合饲料 石斑鱼养殖 

2 大黄鱼配合饲料 大黄鱼养殖 

3 加州鲈鱼配合饲料 加州鲈鱼养殖 

4 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 南美白对虾 

5 罗氏沼虾配合饲料 罗氏沼虾 

为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是否存在从事经营饲料添加剂的情形，本所律师

履行了下列程序： 

（1）查阅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相关管理规定； 

（2）查阅公司、各子公司及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中均不包括“饲

料添加剂”或“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及销售； 

（3）查阅中兴财光华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304537 号”《审

计报告》，了解公司的产品收入构成，其销售的产品中不包括“饲料添加剂”或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4）根据就公司（子公司）的业务及生产、销售产品的情况对公司的相关

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公司（子公司）目前生产及销售的产品中不包括“饲料添

加剂”或“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5）查阅公司（子公司）取得的相关业务资质，确认公司不存在生产及销

售“饲料添加剂”及“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资质； 

（6）根据比例随机抽查公司（子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合同、出入库记录，

验证公司的生产及销售的产品中不存在“饲料添加剂”及“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7）查阅公司（子公司）生产的全部产品的物料清单，并比对《饲料添加

剂品种目录》，确认公司（子公司）生产的全部产品所需的饲料添加剂，都已在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罗列；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潘明官、郑顺林、潘学彬共同出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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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及樟树市农好农业在报告期内未生产及销售饲料添加剂及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其所生产的全部产品所需的饲料添加剂，都已在《饲料添加剂品种目

录》中罗列； 

2．报告期内，除公司已列明生产的产品外，未生产其他产品； 

3．如因违规生产而导致公司或樟树市农好农业遭受行政处罚或其他损失，

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各自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畜禽类及特种水产饲料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业务，不涉及“饲料添加剂” 及“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及销售。 

（二）公司产品是否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符合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饲料

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

具体分析如下： 

1．公司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规定 

（1）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均有与其所生产饲料相适应的厂房、工艺、设备

及仓储设施，即独立设置厂区，厂址避开化工等有污染的工业企业，与养殖场、

屠宰场、居民点保持了适当距离；厂房、车间布局合理，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

区分开；工艺设计合理，能保证饲料质量和安全卫生要求；设备符合生产工艺流

程，便于维护和保养；仓储设施与生产区保持了一定距离，满足储存要求，有防

火、防鼠、防潮、防污染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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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均有与所生产饲料相适应的专职技术人员，即技

术、质量机构负责人具备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职称、生产负责人

熟悉生产工艺并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检验化验、中控等特有工种从业人员持有

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3）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均有必要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和检验

设施，即公司有质检室（区），包括仪器室（区）、操作室（区）、留样室（区）；

检验人员不少于 2 人；有与需要检验的原料、成品相适应的检测设备和仪器，并

建立了岗位责任、生产管理、检验化验、质量管理、安全卫生、产品留样观察等

制度； 

（4）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均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要求的生产环境、

具备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 

鉴于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符合上述条件，公司取得了“沪饲证（2014）05004”

的《饲料生产许可证》，樟树农好农业取得了“沪 0018015.0”的《饲料生产许

可证》。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关于饲料生产企业及销售企业需满足条件的规定。 

2．公司符合《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 

公司目前已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安全管理规范体系，针对原料采购与管理，包

含了《采购管理制度》、《原料接受检验制度》等；针对生产过程控制，包含了

《“6S”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生产设备管理制度》、《生产

管理制度》、《配方管理制度》、《标签管理制度》、《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管

理制度》等；针对产品质量控制方面，包含了《检验化验制度》、《企业标准备

案制度》等；针对产品贮存，包含了《产品留样样品观察制度》、《不合格产品

管理制度》、《仓库管理制度》等；针对产品投诉及召回，包含了《客户投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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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程》、《退换货管理制度》等；针对培训卫生和记录管理方面，包含了《人

员培训制度》、《企业环保管理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此外，经核查公司

的产品出厂检验记录以及配合饲料主成分指标检验记录，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

合《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 

3．公司符合其他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 

（1）本所律师已根据《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的规定，对公司及樟树农

好农业的人员、厂区、布局及设施、工艺与设备、质量检验和质量管理制度等各

方面进行了比对，且公司已取得“沪饲证（2014）05004”的《饲料生产许可证》，

樟树农好农业已取得“沪 0018015.0”的《饲料生产许可证》，因此，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符合《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的规定。 

（2）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对畜禽类及特种水产饲料的研发、

生产中，确认确认公司（子公司）生产的全部产品所需的饲料原料，都已在《饲

料原料目录》中罗列。 

（3）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尚未生产、销售《新饲料和新饲料

添加剂管理办法》中所称“新饲料”及“新饲料添加剂”，因此公司不适用《新

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不存在进口或出口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的情形，因此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不适用《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5）如上所述，公司及樟树市农好农业不涉及“饲料添加剂” 及“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因此无需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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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九条及《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取得饲料添加剂及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也无需取得相应的产品批准文号。 

（6）公司已承诺，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所生产、销售的畜禽类及特种水产

饲料中不存在加入《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中所列的禁止加入

饲料的原料药及其单方、复方制剂产品。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

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

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且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已分别取得了当

地质量和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认为公司及樟树农业农业在报告期

在不存在违反质量和技术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 

（8）公司已取得了“沪 0018015.0”的《粮食收购许可证》，根据公司出具

的说明及《公开转让说明书》，樟树农好农业生产畜禽类及特种水产饲料所需的

粮食由农好饲料统一进行采购，无需另行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因此，本所

律师为，公司及樟树农好农业符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公司经营的产品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三）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畜禽类及特种水产饲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业务，不涉及“饲料添加剂” 及“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公司

及公司经营的产品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14 

产许可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