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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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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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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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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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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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被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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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性

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使用，如《法律意

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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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次反馈问题“结合公司产品收入构成，公司（子公司）生产、

经营是否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产品”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规定，

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发表核查意见”，不单限于业务资质许可，请主办券商、

律师补充发表意见。 

（一）公司的产品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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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列

示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2017年1-3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水产饲料 8,179,080.70 38,228,942.30 45,039,064.36 

畜禽饲料 192,982,893.38 491,877,963.04 555,065,647.50 

屠宰及肉制品等 — 12,274,991.53 12,334,828.82 

根据上表数据并经公司说明，2015 年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公司主要从事饲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以及屠宰及肉制品业务；2016 年 7 月至今，公司主

要从事畜禽饲料及特种水产饲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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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产品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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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鸭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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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鸡饲料 

序号 产品名称 用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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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猪饲料 

序号 产品名称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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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产品名称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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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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畜禽类及特种水产饲料，不存在从事

经营“饲料添加剂”的情形。 

（三）是否符合“饲料”、“农产品”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 

1．公司业务资质情况 

结合上述产品收入构成情况，针对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是否符合“饲

料”、“农产品”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具体分析如下：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6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从事主营业务适用的法律、法规规定 
采购环节需要取

得的业务资质 

生产环节需要取

得的业务资质 

销售环节需要

取得的业务资

质 

1 农好饲料 

饲料新产品

研发、生产与

销售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66 号）：第十五条 申请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

的企业，申请人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饲料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进行书面审查；审查合格的，组织进行现场审核，

并根据审核结果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发生产

许可证的决定。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

继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申请续展。 

（2）《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 2013 年第 5 号修订）：第七条 申请设立饲料、

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申请人应当向生产地省级饲料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审查；审查合格的，

组织进行现场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在 10 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核发生产许可证的决定。 

生产许可证式样由农业部统一规定。 

第十一条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继续生产的，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 6 个月前向省级饲料管理部门提出续展申请，并提

农好饲料生产饲

料所需原料需要

对外采购，根据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及《粮食收

购资格审核管理

办法》的规定，农

好饲料已经办理

并 取 得 了 “ 沪

0018015.0”《粮食

收购许可证》 

根据《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及《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生产

许可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农

好饲料从事饲料

生产业务已取得

了 “ 沪 饲 证

（2014）05004”

《饲料生产许可

证》 

经检索现行有效

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未发现

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规定销售饲

料需要取得相关

业务资质，对饲

料的销售对象也

未有特别规定资

质要求 

2 
樟树农好农

业 

饲料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 

不存在，由农好饲

料统一进行采购 

根据《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及《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生产

许可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樟

树农好农业从事

饲料生产业务已

取得了“赣饲证

(2014)0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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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关材料。 

（3）《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66 号）： 第

九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

规定办理登记的经营者，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申请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应当向办理工商登记的部门

同级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资金、

仓储设施、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等证明材料。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对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具体条件的申请者作出

许可决定并公示。 

（4）《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国粮政[2016]207

号）：第二条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工

商登记，并经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机关）

审核，取得粮食收购资格。 

（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主席令第 2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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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生产许可

证》 

3 农好生物 

主要从事技

术咨询与饲

料出口业务

的前期准备

工作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4 
吉安市农好

农业 

目前处于建

设期，暂无生

产经营活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javascript:SLC(267144,0)
javascript:SLC(267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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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子公司）已根据其主营业务所适用的相关行业

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取得了其生产及销售业务所需的业务资质。 

2．公司符合饲料生产企业的条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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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樟树农好农业均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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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及《饲料生

产企业审查办法》第五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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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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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及《饲料生产企业审

查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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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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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办法》第

七条及第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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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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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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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

四款和第五款的规定、《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子公司）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及《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办法》规定的饲料生产企业需满足的条件。 

3．公司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登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上海粮食网、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网站、樟树人民政府网站

之“市粮食局”、“市农业局”栏目、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及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官方网站等公开查询网站进行检索，农好饲料及其子公

司不存在违反“饲料”、“农产品”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此外，农好饲料及其各子公司已分别取得了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守

法证明，证明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除农好生物及吉安市农好农业外（农

好生物及吉安市农好农业尚未实际经营业务），农好饲料及樟树市农好农业已分

别取得了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守法证明，证明公司未发生受到安全监管

部门处罚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子公司）在报告期内符合“饲料”、“农

产品”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