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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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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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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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反馈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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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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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一

并使用，如《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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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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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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馈问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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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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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曾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拆入：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年1月1日

余额 
拆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7年7月31日余

额 

潘明官 — 3,000,000.00 3,000,000.00 — 

潘学彬 2,000,000.00 — 2,000,000.00 — 

郑瑞花 2,0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 

郑顺林 — — — —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 
27,120.00 — 27,120.00 —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注） 
250,000.00 420,000.00 670,000.00 — 

樟树市农好饲料 1,000.00 5,000,000.00 5,001,000.00 — 

合计 278,120.00 5,420,000.00 5,698,120.00 — 

注：上述拆入金额 10,420,000.00 元中含计提租赁费 420,000.00 元，归还金额 14,500,000.00 元中含支付租赁

费 500,000.00 元。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6年1月1日

余额 
拆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6年12月31

日余额 

潘学彬 5,863,400.00 2,000,000.00 5,863,4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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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瑞花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郑顺林 6,800,000.00 — 6,800,000.00 —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 
— 27,120.00 — 27,120.00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注） 
— 250,000.00 — 250,000.00 

樟树市农好饲料 — 1,000.00 — 1,000.00 

合计 14,663,400.00 4,278,120.00 14,663,400.00 4,278,120.00 

注：上述拆入金额 4,278,120.00 元中含当年计提租赁费 250,000.00 元。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月1日余额 拆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5年12月31日

余额 

潘学彬 5,820,000.00 50,000.00 6,600.00 5,863,400.00 

郑瑞花 2,000,000.00 — — 2,000,000.00 

郑顺林 6,800,000.00 — — 6,800,000.00 

樟树市大丰饲料

厂（普通合伙） 
1,914,766.40 — 1,914,766.40 — 

合计 16,534,766.40 50,000.00 1,914,766.40 14,663,400.00 

2．拆出：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年1月1日余额 拆出金额 归还金额 2017年7月31日 

潘宝清 11,100.00 — 11,100.00 — 

潘明官 174,719.27 — 174,719.27 — 

潘建峰 2,000.00 — 2,000.00 — 

潘宝晨 1,660.00 — 1,660.00 — 

合计 189,479.27 — 189,47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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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宝清 605,864.00 314,363.00 909,127.00 11,100.00 

潘明官 3,231,102.15 23,314,036.18 26,370,419.06 174,719.27 

潘建峰 4,000.00 2,000.00 4,000.00 2,000.00 

上海农好水产养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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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

（普通合伙） 
216,637.94 — 216,637.94 — 

潘宝晨 2,000.00 601,660.00 602,000.00 1,660.00 

潘宝华 398,144.41 — 398,144.41 — 

合计 4,770,350.90 24,251,158.88 28,832,030.51 189,479.27 

注：上述拆出金额 24,251,158.88 元中含当年计提利息 174,719.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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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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宝清 516,768.00 630,359.70 541,263.70 605,864.00 

潘明官 26,849,638.66 66,029,891.09 89,648,427.60 3,231,102.15 

潘建峰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潘英 — 80,000.00 80,000.00 — 

上海农好水产养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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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

（普通合伙） 
— 14,325,004.67 14,108,366.73 216,637.94 

潘宝晨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潘宝华 398,144.41 — — 398,144.41 

合计 27,770,551.07 81,495,472.56 104,495,672.73 4,770,350.90 

注：上述拆出金额 81,495,472.56 元中含当年计提利息 1,572,453.00 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在报告期内出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情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各项内控制度不完善。 

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后，公司在章程中制定了规范关联交易和防范资金

占用的相关条款，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

议事制度规范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均已清偿对公司

的资金占用。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相关制度能够有效执行，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 

此外，为避免后续资金占用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

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承诺： 

1．本人及控制的企业（除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外），今后不会以任何理由、

任何形式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 

2．本人严格遵守《公司法》及全国股转系统的有关规定，维护农好饲料的

独立性，决不损害农好饲料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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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未被遵守，本人除应积极归还占用资金外，还将按照

发生资金占用当年农好饲料的净资产收益率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孰高原则，向

农好饲料承担补偿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虽然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截至 2017年 7月 31日已经清理完毕，

之后未再发生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公司已经建立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相关管理制度，相关关联方已遵照相关制度切

实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的承诺函，真实、有效；公司符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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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二、反馈问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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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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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登录了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

国法院公告查询平台、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查询平台等公开查询网站，对公司及公司法定

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子公司的信用情

况、被联合惩戒情况及被执行情况进行了查询；取得了上述各主体出具的承诺。

经核查，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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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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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相关主体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情形，公司符合《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监管要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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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登录了与公司相关的税务部门、工商部门、环保部门、质监部门等

主管部门网站及信用中国等相关诚信信息公示网站，对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子公司是否存在被列入其

他形式黑名单的形式进行了查询；取得了上述各主体出具的承诺以及工商、税务、

环保、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就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具的不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的证明文件。经核查，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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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不存在

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

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反馈问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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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现行有效的

《公司章程》。通过核查比对公司《公司章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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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和相关条款，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符合《公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具备《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

备条款》所规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后，公司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

规范运行，相关机构和人员均依法履行相应职责，公司经营管理规范、有序。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依照《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则、规定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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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依法独立规范运作，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公司章程》设定的条款具备可操

作性。 

四、反馈问题 6：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状，并

针对个人卡结算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行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及《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报告期内，公司

以个人名义开设银行卡共计 10 张，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户名 关联关系 开户行 卡号 处理说明 用途 

1 郑瑞花 
股东潘明官

配偶 

中国农业银

行枫泾支行 

6228490030

009464319 

已销户：2016

年 05 月 31 日 

销售收款、支付零

星费用、向关联方

借款、支付员工存

款 

2 郑瑞花 
股东潘明官

配偶 

中国农业银

行枫泾支行 

6228490340

009904119 

已销户：2016

年 06 月 06 日 
仅用于销售收款 

3 潘宝晨 
股东潘明官

兄弟的子女 

浙江嘉善农

村信用合作

社 

6230910499

004955092 

已销户：2016

年 06 月 29 日 
仅用于销售收款 

4 郑瑞花 
股东潘明官

配偶 

中国邮政银

行枫泾支行 

6029270102

05230068 

已销户：2016

年 05 月 31 日 
仅用于销售收款 

5 郑瑞花 
股东潘明官

配偶 

中国邮政银

行枫泾支行 

6033510212

00061666 

已销户：2016

年 05 月 24 日 
仅用于销售收款 

6 施燕秀 

股东潘明官

兄弟姐妹子

女的配偶 

中国农业银

行吴江支行 

6228480408

787628077 

已销户：2017

年 04 月 12 日 
仅用于销售收款 

7 徐宝娟 原公司出纳 
中国农业银

行吴江支行 

9559980409

340456311 

卡坏，人在国

外，无法注销 
仅用于销售收款 

8 潘建星 
股东潘学彬

的子女 

海南文昌农

商银行烟墩

支行 

6214586480

003373138 

已销户：2017

年 06 月 23 日 

分公司销售收款、

支付零星费用 

9 潘建星 
股东潘学彬

的子女 

中国邮政银

行文昌会文

支行 

6217996400

020112142 

已销户：2017

年 6 月 23 日 

仅用于分公司销

售 

10 陈明光 无 
中国农业银

行漳州支行 

6228480708

642483471 

已销户：2017

年 7 月 24 日 

分公司销售收款、

支付零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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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以个人名义开设银

行卡共计 10 张，存在财务不规范的问题，为了消除该等问题，自 2016 年 5 月起，

农好饲料已经制定并实施了相关规范措施，通过分批注销个人卡并引导客户通过

对公账户转账的方式进行销售结算，以逐步取消个人账户结算模式，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不存在个人账户结算情形。除徐宝娟的账号为

“9559980409340456311”的个人卡（该张个人卡磁条损坏，且徐宝娟目前居住

在德国，暂时无法销户外），其余个人卡都已销户，此外，徐宝娟已承诺将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予以销户。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

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根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一条：“（一）开户单位现金收入应当于当日

送存开户银行。当时送存确有困难的，由开户银行确定送存时间；（二）开户单

位支付现金，可以从本单位库存现金限额中支付或者从开户银行提取，不得从本

单位的现金收入中支付支付（即坐支）。因特殊情况需要坐支现金的，应当事先

报经开户银行审查批准，由开户银行核定坐支范围和限额。坐支单位应当定期向

开户银行报送坐支金额和使用情况。”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四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主选择一家商业银

行的营业场所开立一个办理日常专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基本账户，不得开立两个

以上基本账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通过个人卡结算不符合《公司法》、《现金管理条例》及

《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但公司已从 2016 年 5 月起逐步取消个人账户

结算，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不存在个人账户结算情形，公司

财产与个人财产已划分清楚，不规范的情形已改正。此外，公司控股股东潘明官

已承诺，如公司因该等情形受到任何损失的，其将全部承担相应损失。因此，公

司曾存在个人卡结算情形对此次挂牌不构成实质障碍。 

五、反馈问题 1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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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履行及规范情况。 

（一）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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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如下： 

1．采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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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米业 采购商品 — 28,683,592.05 24,226,762.43  

樟树市农好饲料 采购商品 — 870,000.00 — 

2．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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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农好水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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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农好水产养

殖合作社福建宁

德蕉城分社 

销售商品 340,653.00 2,371,910.00 4,838,775.00 

安徽农好禽业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7,768.00 4,269,647.00 — 

樟树市农好饲料 销售商品 — 4,134,774.00 — 

3．关联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9,000,000.00 2014 年 2 月 26 日 2017 年 2 月 25 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7,500,000.00 2014 年 4 月 16 日 2017 年 4 月 15 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10,000,000.00 2014 年 6 月 25 日 2017 年 6 月 24 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5,000,000.00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6 月 29 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3,500,000.00 2014 年 8 月 22 日 2017 年 8 月 21 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26,500,000.00 2015 年 4 月 7 日 2018 年 4 月 6 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10,000,000.00 2015 年 12 月 24 日 2018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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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10,000,000.00 2016 年 1 月 27 日 2019 年 1 月 26 日 

潘明官 农好饲料 25,000,000.00 2017 年 1 月 5 日 2020 年 1 月 4 日 

4．关联租赁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7 年 1-3 月确

认的租赁费 

2016 年确认的

租赁费 

2015年确认的

租赁费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

（普通合伙） 
房屋 220,000.00 50,000.00 —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

（普通合伙） 
设备 200,000.00 200,000.00 — 

合计 420,000.00 250,000.00 — 

5．关联方资产转让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1-3月金额 2016年度金额 2015年度金额 

潘学彬 农好禽业的股权 — 2,320,000.00 — 

樟树市大丰饲料

厂（普通合伙） 
采购固定资产 10,467,889.50 — — 

樟树市农好饲料 采购固定资产 2,194,890.00 — — 

合计 12,662,779.50 2,320,000.00 — 

6．关联方资金拆借 

（1）拆入：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年1月1日

余额 
拆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7年3月31日

余额 

潘明官 — 3,000,000.00 3,000,000.00 — 

潘学彬 2,000,000.00 — 2,000,000.00 — 

郑瑞花 2,0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 

郑顺林 — — — —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 
27,120.00 — — 27,120.00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注） 
250,000.00 420,000.00 500,000.00 170,000.00 

樟树市农好饲料 1,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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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8,120.00 5,420,000.00 5,500,000.00 198,120.00 

注：上述拆入金额 10,420,000.00 元中含计提租赁费 420,000.00 元，归还金额 14,500,000.00 元中含支付租赁

费 500,000.00 元。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6年1月1日

余额 
拆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6年12月31

日余额 

潘学彬 5,863,400.00 2,000,000.00 5,863,400.00 2,000,000.00 

郑瑞花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郑顺林 6,800,000.00 — 6,800,000.00 —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 
— 27,120.00 — 27,120.00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

合伙）（注） 
— 250,000.00 — 250,000.00 

樟树市农好饲料 — 1,000.00 — 1,000.00 

合计 14,663,400.00 4,278,120.00 14,663,400.00 4,278,120.00 

注：上述拆入金额 4,278,120.00 元中含当年计提租赁费 250,000.00 元。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月1日余额 拆入金额 归还金额 
2015年12月31日

余额 

潘学彬 5,820,000.00 50,000.00 6,600.00 5,863,400.00 

郑瑞花 2,000,000.00 — — 2,000,000.00 

郑顺林 6,800,000.00 — — 6,800,000.00 

樟树市大丰饲料

厂（普通合伙） 
1,914,766.40 — 1,914,766.40 — 

合计 16,534,766.40 50,000.00 1,914,766.40 14,663,400.00 

（2）拆出：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7年1月1日余额 拆出金额 归还金额 2017年3月31日 

潘宝清 11,100.00 — 11,100.00 — 

潘明官 174,719.27 — — 174,719.27 

潘建峰 2,000.00 — 630.00 1,370.00 

潘宝晨 1,660.00 — — 1,660.00 

合计 189,479.27 — 630.00 177,7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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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宝清 605,864.00 314,363.00 909,127.00 11,100.00 

潘明官 3,231,102.15 23,314,036.18 26,370,419.06 174,7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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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峰 4,000.00 2,000.00 4,000.00 2,000.00 

上海农好水产养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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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

（普通合伙） 
216,637.94 — 216,637.94 — 

潘宝晨 2,000.00 601,660.00 602,000.00 1,660.00 

潘宝华 398,144.41 — 398,144.41 — 

合计 4,770,350.90 24,251,158.88 28,832,030.51 189,479.27 

注：上述拆出金额 24,251,158.88 元中含当年计提利息 174,719.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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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宝清 516,768.00 630,359.70 541,263.70 605,864.00 

潘明官 26,849,638.66 66,029,891.09 89,648,427.60 3,231,102.15 

潘建峰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潘英 — 80,000.00 80,000.00 — 

上海农好水产养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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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

（普通合伙） 
— 14,325,004.67 14,108,366.73 216,637.94 

潘宝晨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潘宝华 398,144.41 — — 398,144.41 

合计 27,770,551.07 81,495,472.56 104,495,672.73 4,770,350.90 

注：上述拆出金额 81,495,472.56 元中含当年计提利息 1,572,453.00 元。 

（二）关联交易的内部规范措施 

1．报告期内，由于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治理不规范，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

易，均未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的相关决策程序。 

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后，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已在其《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中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及其他公允决策程序，且有关议事规则及决策制度已经农

好饲料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农好饲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和避免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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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量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承诺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2）遵守农好饲料章程以及其他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并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农好饲

料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3）必要时聘请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议、评估和咨询，提高关联交

易公允度和透明度。 

（4）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未被遵守，则自违反本承诺函所承诺事项之日后本

人应得的薪酬及津贴/现金分红由农好饲料直接用于赔偿因本人未履行承诺而给

农好饲料或股东带来的损失，直至本人履行承诺或弥补完农好饲料、股东的损失

为止。 

3．公司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作出

决议，确认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该等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且公司已采取规范和减少关联交

易的有效措施。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规范关联交易的管理制

度，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不可

撤销的承诺函，公司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六、反馈问题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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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请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反馈问题 4。” 

七、反馈问题 14：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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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

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

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风险。（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

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4）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措施及其

有效性；（5）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

件。 

（一）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

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 

根据《消防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

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审核或备案，并在竣工后分别进行消防验收或备案。 

根据《消防法》第十一条、《建筑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核及消防验

收审核；此外，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进行竣

工验收消防备案。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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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常经营场所主要为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王圩路 165

号及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北大道 17 号进行生产，不属于《建筑工程消防监督管理

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筑工程，因此，建设单

位仅需取得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日常经营场所通过消防验收的

情况如下： 

序号 验收或备案主体 验收或备案文件 地址 文号 时间 

1 农好饲料 

《关于上海农好饲

料有限公司新建厂

房工程消防验收基

上海市金山

区枫泾镇王

圩路 165 号 

[2005]沪金公

消（建验）字

第 0229 号 

2005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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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格的意见》 

2 农好饲料 

《关于上海农好饲

料有限公司新建厂

房工程消防验收基

本合格的意见》 

上海市金山

区枫泾镇王

圩路 165 号 

[2007]沪金公

消（建验）字

第 0083 号 

2007 年 3 月

5 日 

3 
樟树市大丰饲料

厂（注） 

《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通知

单》 

樟树市药都

北大道 17 号 

樟公消验备

[2016]第 0041

号 

2016 年 12

月 1 日 

注：2017 年 3 月，樟树市农好农业与樟树市大丰饲料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协议约定樟树市大丰饲料

厂将位于樟树市药都北大道 17 号、建筑面积为 20,292.54 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樟树市农好农业用作仓库及

厂房，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房屋已交

付至樟树市农好农业。 

除上述经营场所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

不存在其他经营场所。 

（二）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

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

的风险。 

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的经营场所中都已办理

消防验收或进行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不存在需要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

外经营活动的情形。 

同时，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的消防安全资质与其

实际经营场所相对应，自取得该等资质后不存在后续装修、改建、扩建等需要重

新进行消防验收或备案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的经营场所都已办理消防验收或

进行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不存在因日常经营场所未通过消防验收、完成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面临消防处罚的风险。 

（三）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的经营场所中都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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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消防验收或进行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不存在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

经营活动的风险，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影响，公司无需就此

做重大事项提示。 

（四）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

措施及其有效性。 

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经营场所消防验收的相关资料、实地走访

并查看公司经营场所内的消防措施，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的消防设

施符合国家消防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消防设施规范、有效，不存在消防

安全方面的风险。 

（五）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就消防安全方

面存在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 10 月，上海市金山区公安消防支队向发行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金公（消）行罚决字[2015]0215 号），认定发行人存在改变建筑物用途且不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消防条例》第二十九的规定，遂依据

《上海市消防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发行人处以 5 万元的罚款。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凭证，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足额缴纳了全部罚款。 

2017 年 7 月 7 日，上海市金山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了证明文件，确认公司

上述消防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017 年 9 月 1 日，樟树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证明文件，确认樟树市农好农

业生产、经营场所自其设立至今无消防违法违规行为，未受过消防处罚。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此外，根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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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因消防方面受到公安消防部门

的调查或处罚，也不存在受到其他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调查或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及“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挂牌条件。 

八、反馈问题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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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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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业

务资质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许可证名称 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 

1 农好饲料 
饲料生产许

可证 

沪饲证（2014）
05004 

产品类别为配合饲料，

产品品种为配合饲料

（畜禽、水产、幼畜禽、

种畜禽、水产育苗） 

2014-4-22 至
2019-4-21 

2 农好饲料 
粮食收购许

可证 
沪 0018015.0 

向粮食生产者收购粮

食 

2013-8-1 至
2015-7-31 

2015-8-1 至
2017-7-31 

2017-6-23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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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 许可证名称 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 

2019-6-22 

3 农好饲料 
港口经营许

可证 

（沪金）港经

证（0064）号 

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

卸、仓储经营 

2016-6-24 至
2018-12-29 

4 
樟树市农

好农业 

饲料生产许

可证 

赣饲证
(2014)02014 

配合饲料(畜禽、幼畜

禽、种畜禽) 

2014-6-16 至
2019-6-15 

5 
农好禽业

（注） 

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 

（广）动防合

字第 20110041

号 

肉鸭屠宰、养殖 长期有效 

注：报告期内，农好禽业从事屠宰及肉制品业务，其具有从事业务所需的经营资质证书；2016 年 6 月，公

司将其持有农好禽业的全部股权予以转出。 

根据农好饲料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本所律师认为，2015 年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公司具有经营饲料的生产及销售业务、屠宰及肉制品业务等

所需的业务资质；2016 年 7 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具有经营饲

料的生产及销售业务所需的业务资质，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产品”

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反馈问题 16：根据申报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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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律师补充调查股权代持原因，就其是否存在

规避法律限制、禁止性规定，公司是否存在潜在法律责任补充发表意见。 

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潘宝华的访谈，形成上述代持的主要原因为潘

宝华与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潘学彬系亲戚关系，农好饲料所生产的鱼饲料为上海

市著名产品，知名度较高，因此潘宝华与郑瑞华、潘学彬、郑顺林商议希望公司

能代其持有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出资份额，并许可该合作社使用“农

好”的字号。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为保持公司资产

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因此与潘宝华协商解除了代持关系。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

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

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根据潘宝华的身份证明文件和相关说明，潘宝华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的中国公民，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也不

http://www.chinalawedu.com/web/2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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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因在政府部门或其他任职单位规定不得直接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出资份额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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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仅作为代持方持有

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80%的出资份额，无需承担任何股东义务，也不享

受投资者权利；公司与潘宝华于2016年5月4日签署了《终止代持股协议》，终止

《出资份额代持股协议》约定的代持关系，公司不再作为上海农好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显名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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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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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期间未产生任何纠纷。根据《解除代持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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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解除后，

潘宝华不会向公司主张任何出资者权利。根据公司及潘宝华的说明，上述代持不

存在以合法形式掩饰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法》

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代持有效，不存在规避法律限制、禁止性的规定，

且代持关系已解除，公司不存在潜在的法律责任。 

十、反馈问题 17：关于公司（含子公司）用地租赁，请律师就土地性质、

流转程序、用途、对用地合法、规范性等补充发表意见。 

根据樟树市农好农业与樟树市大丰饲料厂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2016 年 12

月起公司向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普通合伙）租赁位于樟树市药都北大道 17 号、

建筑面积为 20,292.54 平方米的房屋用作仓库及厂房。其中，租赁期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租金 5 万元/月；租赁期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租金为 12 万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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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阅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的性

质、流转程序、用途等情况如下： 

1．土地性质 

经本所律师查阅樟树市大丰饲料厂取得的位于樟树市药都北大道 17 号土地

的使用权证，该类证书载明土地权利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2．流转程序 

樟树市大丰饲料厂拥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原为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所有，土

地权利性质为划拨，樟树市大丰饲料厂取得该土地使用权所履行的程序如下： 

（1）2006 年 10 月 10 日，江西省粮食局下发《关于省樟树粮油公司处置部

分资产的批复》（赣粮财[2006]17 号），同意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通过公开挂牌交

易的方式，处置其位于樟树市鹿江北路的原外贸仓库及土地资产。 

（2）2006 年 12 月，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以挂牌

交易的方式处置其位于樟树市鹿江北路的原外贸仓库及土地资产。 

（3）2007 年 1 月，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与樟树市大丰饲料厂、尹玉光和江

西樟树市三泰药业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江西省产权交易合同》，约定江西省樟树

粮油公司将上述资产以挂牌转让的方式出让给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与樟树市大

丰饲料厂、尹玉光和江西樟树市三泰药业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840.80 万。 

（4）2007 年 1 月，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转让交割单》，该交割单载

明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将上述资产出让给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与樟树市大丰饲

料厂、尹玉光和江西樟树市三泰药业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840.80 万。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江西省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划拨管理条例》

的规定，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的，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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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所获效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经江西省樟树粮油公司、樟树市大丰饲料厂、尹玉光和江西樟树市三泰药业

有限公司以及樟树市国土资源局共同协商，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由江西省樟树粮

油公司、樟树市大丰饲料厂、尹玉光根据各自购买的土地面积按比例承担。 

（5）2010 年 9 月 9 日，樟树市国土资源局与樟树市大丰饲料厂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樟树市国土资源局将位于大桥街道 105 国道北侧、

面积为 35,969.3 平方米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樟树市大丰饲料厂，该出让土地的

用途为工业用地。 

3．土地用途 

经本所律师查阅樟树市大丰饲料厂取得的位于樟树市药都北大道 17 号房屋

所有权证，该类证书载明房屋用途为仓储、生产车间等工业用途，符合土地用途。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土地流转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樟树市

大丰饲料厂对该等土地的使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合法、合规。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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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已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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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核查，未发现公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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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