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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中荷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16】盈深法意字第 1825 号 

致：江苏中荷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中荷花卉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荷花卉”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

务规定和细则的通知》、《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指引的通

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挂牌的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

查，出具了《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荷花卉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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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中荷花

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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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本次挂牌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中荷花卉与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

了充分地检查验证，保证本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本所同意中荷花卉在其出具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引用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

或曲解。 

4．中荷花卉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承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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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资料、副本材料或者口

头证言。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主办券商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

与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

律意见。 

5．在本补充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现

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

对本次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

中荷花卉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陈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

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中荷花卉为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

得本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

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7．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和简称与《法律意见书》

使用过的术语与简称一致。 

8．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中荷花卉本次挂牌的申报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文件一起提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 

 

 

 

 

 

 

 

一、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对公司历史上国有资产出资以及股权变更的

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回复：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全部工商登记资料、历次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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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相关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及法人股东现行有效的公司

章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及其他相关批复或

备案文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荷花卉及其前身中荷有限历次国有资产

出资及股权变更情况如下： 

（一）2001 年 10 月设立中荷有限 

1．中荷花卉前身中荷有限系由振兴集团（出资 37.5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5%）与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公司（出资 12.5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其

中以郁金香种球繁育技术出资 10 万美元）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

设立时，中方股东振兴集团的股东分别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连云港国资委”，持股 95%）、连云港振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

股会（持股 5%）。 

2．2002 年 7 月 12 日，连云港华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连

华盛验【2002】274 号），确认截至 2002 年 7 月 12 日中荷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

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49.9973 万美元。2002 年 7 月 15 日，江苏省连云港工商行

政管理局对此次实缴股本进行了核准。 

3．据核查，此次振兴集团与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荷

有限先后获得了连云港市海州区计划局核发的《关于成立“连云港中荷花卉种球

有限公司”项目的批复》（海计发【2001】50 号）、连云港市海州区对外经济贸

易局核发的《关于同意设立“连云港中荷花卉种球有限公司”的批复》（海外经

贸【2001】21 号）的批准文件，并取得了江苏省人民政府核发的《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批准号：外经贸苏府资字【2001】36675 号）和江苏省连云港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企合苏连总字第 002359

号）。 

4．2005 年 12 月 6 日，振兴集团获得连云港国资核发的《企业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证》，同意中荷有限依法占有、使用国有资本 37.5 万美元。这符合《企业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192 号）以及《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

记业务办理规则》（国资发产权【2004】315 号）第 6 条关于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的管理规定。 

鉴此，本所律师认为，中荷有限的设立及股东出资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实施条例》关于中外合资企业设立的规定，且振兴集团

的出资已依《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业务办

理规则》进行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因此，中荷有限的设立及国有资产出资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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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 5 月股权转让 

1．2016 年 5 月 4 日，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公司将其持有中荷有限的 25%

股权以 3.75 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振兴集团，股权变更后，振兴集团占中荷有限

注册资本的 100%。 

2．在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中荷

有限分别作出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并获得振兴集团股东会同意以及连云港市

商务局核发的《关于同意连云港中荷花卉种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连商

资审【2016】45 号）和江苏省连云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 

3．公司聘请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华信评估公司”）对此次振

兴集团收购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25%股权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

具了《资产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16】第 L04 号），评估结果为该 25%股

权截止基准日 2016 年 2 月 29 日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82.02 万元。本次评估结果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获得了连云港国资委的确认。这符合《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暂行办法》第 6 条关于“企业收购非国有单位的资产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

估”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 8 条关于“以国有资产

投资的中方投资者股权变更时，必须经有关国有资产评估机构对需变更的股权进

行价值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规定。 

虽然此次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公司转让的 25%股权评估价值人民币 82.02

万元，而最终双方确定的转让价为 3.75 万美元。根据公司的说明，这主要是双

方考虑到当初外方股东作价 10 万美元投入中荷有限的“郁金香种球繁育技术”

截止 2016 年 2 月 29 日超过 10 年，在公司账面上已摊销完毕，因此荷兰 TB 花

卉种球有限公司同意其持有公司的 25%股权按 3.75万美元价格转让给振兴集团。

2016 年 8 月 16 日振兴集团向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公司支付了该款项。截止本

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公司未就此次转让及转让价问题

提出过任何异议。 

4．在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中荷有限作出了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中

外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聘请资产评估公司对该 25%股权进行了资产评

估，评估结果获得了连云港国资委确认，同时获得了连云港市商务局、连云港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 

5．对于此次因股权转让而导致公司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公司又聘请华

信评估公司对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荷有限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第“苏华评

报字【2016】第 11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基准日 2016 年 5 月 31 日中荷有

限资产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484.04 万元，本次评估结果获得了连云港国资委的确

认。这符合《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 6 条关于“（四）非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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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的规定。 

鉴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及因此导致公司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

的事项，中荷有限履行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实施条例》、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和评估备案程序，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合法有效。 

（三）2016 年 6 月增资扩股 

1．2016 年 6 月 29 日，中荷有限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15 万元增资至人民

币 2000 万元，增加的人民币 1585 万元分别由振兴集团认缴人民币 1385 万元，

新股东兴邦公司认缴人民币 2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振兴集团共出资 1800 万元，

占公司注册资本 90%，兴邦公司共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10%。

2016 年 7 月 11 日，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苏亚

金验【2016】005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 年 7 月 11 日，中荷有限已收

到增加的人民币 1585 万元，其中振兴集团实缴人民币 1385 万元，兴邦公司实缴

人民币 200 万元，注册资本已实缴到位。 

2．在此次增资扩股过程中，考虑到中荷有限设立时荷兰 TB 花卉种球有限

公司投入的郁金香种球繁育技术未经评估，为防止振兴集团于 2016 年 5 月 4 日

受让荷兰TB花卉种球有限公司所持该部分无形资产出资可能会影响到实缴出资

的问题，振兴集团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作出股东会决定，同意将原无形资产方式

出资的人民币 83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83 万元货币出资，并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补充缴付完毕。 

3．根据连云港国资委 2015 年 9 月 30 日下发的《市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取消、

调整部分审批（核准）和备案事项的通知》（连国资产【2015】62 号）第四项关

于“取消关于市属监管企业主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事项，由市属监

管企业集团公司自主决策”的规定，此次国有资产出资应获得市属监管的连云港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核准同意。 

公司股东振兴集团的上级单位连云港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市属监管企

业集团公司，其于 2016 年 6 月 26 日下发《关于连云港中荷花卉种球有限公司拟

增资扩的批复》（连农集【2016】52 号），同意此次增资扩股和国有资产出资事

项。 

4．据核查，中荷有限在此次增资扩股过程中先后作出了股东决定，获得了

振兴集团、兴邦公司各自股东会的同意，2 名股东修订了新公司章程，并获得连

云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 

鉴此，本所律师认为，此次增资扩股和国有资产出资符合《公司法》、连云

港国资委的《市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取消、调整部分审批（核准）和备案事项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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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2016 年 9 月中荷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1．2016 年 9 月 2 日，中荷有限经股东会决议同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以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20,693,755.83 元折合股本

2000 万股，其余 693,755.83 元计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金。本次整体变更经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亚金验【2016】007 号”

《验资报告》验资。本次整体变更后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为：振兴集团出资 1800

万元，占有公司股权 90%；连云港兴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200 万元，占有公

司股权 10%。 

2．公司聘请华信评估公司对此次整体变更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资

产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2016】第 229 号），评估结果为截止基准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价值 2348.16 万元。本次评估结果获得了连云港国资委的确认。

这符合《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 6 条关于“整体或者部分改建为有

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以及评估结果审核

与备案的规定。 

鉴此，本所律师认为，中荷花卉设立过程中聘请了天健会计师进行了审计、

华信评估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

行了验资，审计和资产评估结果均经公司股东会审议确认，履行了必要的审计、

资产评估和验资以及国有资产备案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获得国有股权管理核准 

1．2016 年 9 月 26 日，连云港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农发集团关

于江苏中荷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相关事项的请示》（连农集【2016】

63 号），认为中荷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符合相关投

资管理规定。 

2．2016 年 10 月 26 日，连云港国资委作出《连云港市国资委关于江苏中荷

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请示》（连国资产【2016】49 号），确认

连云港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报的中荷花卉国有股权管理方案是可行的。 

3．2016 年 11 月 8 日，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江苏省国资

委关于江苏中荷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复》（苏国资复【2016】

112 号），确认中荷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按

规定进行了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同意中荷花卉国有股权管理方案，股份公司总

股本 2000 万股，其中连云港振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持有 1800 万股，

占总股本 90%，连云港兴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持有 200 万股，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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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10%；如股份公司在境内发行股票并上市，上述国有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登记的证券账户应加“SS”标识。 

鉴此，本所律师认为，中荷花卉设立及其国有股权管理方案获得了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的核准，这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财政

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管字【2000】200

号）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中荷花卉及其前身中荷有限历次国有资产出资以

及股权变更均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业务在海关检验检疫方面的监管要求以及

公司是否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回复：本所律师核查了与公司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和许可、《引进林木种子、

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进口装箱单与出口国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检疫证书》（PHYTOSANITARY 

CERTIFICATE）、《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植物检疫证书》、公司隔离试

种档案及各项试种管理制度、连云港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出具的《分散种植的

批复》，以及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连云港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出具的相

关证明文件。经核查，中荷花卉及其前身中荷有限在进出口业务方面遵守海关检

验检疫监管法规的表现如下： 

（一）公司涉及海关检验检疫的业务包括从荷兰进口郁金香、百合、风信

子、洋山仙种球和向日本出口蝴蝶兰鲜切花，经核查公司已取得了下列从事进

出口业务的有效经营资质 

1．公司取得了连云港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9月 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为：种子的生产及销售（按许可证经营）；花卉、鲜切花的种植、销售；

花卉新品种开发、研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取得了由国家林业局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许可证号：国苏营字第 0164 号）。经营种类：造林苗木、经济林苗

木、城镇绿化苗木、花卉、花卉种球；有效区域：全国；经营方式：批发、零售、

进出口；有效期：2015 年 8 月 16 日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 

3．公司取得了由国家林业局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颁发的《普及型国外引种

试种苗圃资格证书》（证书编号：20150040）。苗圃名称：江苏中荷花卉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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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苗圃面积：3 亩；苗圃地点：连云港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隔离种类：球

根花卉及其他花卉；有效期：2015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4 日。 

4．公司取得了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核发的《出境种

苗花卉生产经营企业检疫注册登记证书》，确认公司符合出境种苗花卉检验检疫

条件，予以注册登记；注册登记编号 3212ZM001：注册登记种苗花卉种类：切

花、种苗、插条。该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8 月 9 日。 

5．公司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港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报送注册编码：3207930593，有效期为

长期。 

6．公司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

核发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备案号码为：3212000552，企业类

别：有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备案类别：自理企业。 

7．公司取得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机关于 2016 年 9 月 7 日核发的《对

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01352695。 

8．公司取得了江苏出口检验检疫局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核发的《原产地签

证企业注册登记表》，注册号码：3212L1071。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荷兰进口郁金香、百合、风信子、洋山仙种球和向日

本出口蝴蝶兰鲜切花等已依法取得了相应业务进出口经营资质。 

（二）公司引进郁金香种球、百合、风信子、洋山仙种球获得了相关检验

检疫部门的审批核准 

1．报告期内公司从荷兰引进郁金香、百合、风信子、洋山仙四类产品的种

球，每批次产品的进口均已获得国家林业局林木种苗检疫部门批准，并核发了《引

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同意引种。 

年度 
植物中文

名称 

引进材

料类型 

引进数量

（粒/个） 
原产地 审批编号 审批日期 

2014年 郁金香 

种球 1215940 荷兰 国 2014002188 2014-09-26 

种球 566713 荷兰 国 2014002603 2014-10-31 

种球 574600 荷兰 国 2014002604 2014-10-31 

种球 563125 荷兰 国 2014002605 2014-10-31 

种球 1156040 荷兰 国 2014002606 2014-10-31 

种球 1150550 荷兰 国 2014002607 201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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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植物中文

名称 

引进材

料类型 

引进数量

（粒/个） 
原产地 审批编号 审批日期 

种球 1064880 荷兰 国 2014002608 2014-10-31 

种球 1655405 荷兰 国 2014002609 2014-10-31 

风信子 种球 77740 荷兰 国 2014002610 2014-10-31 

百合 种球 220000 荷兰 国 2014001675 2014-07-23 

百合 

种球 310000 荷兰 国 2014001676 2014-07-23 

种球 600850 荷兰 国 2014001677 2014-07-23 

种球 663450 荷兰 国 2014001805 2014-08-07 

种球 4003900 荷兰 国 2014001806 2014-08-07 

种球 405000 荷兰 国 2014001807 2014-08-07 

种球 312000 荷兰 国 2014001808 2014-08-07 

种球 209000 荷兰 国 2014001809 2014-08-07 

种球 283050 荷兰 国 2014001810 2014-08-07 

种球 430000 荷兰 国 2014001811 2014-08-07 

种球 210000 荷兰 国 2014001930 2014-08-22 

种球 393300 荷兰 国 2014001931 2014-08-22 

种球 430425 荷兰 国 2014001932 2014-08-22 

种球 180000 荷兰 国 2014001933 2014-08-22 

种球 406000 荷兰 国 2014001934 2014-08-22 

种球 287325 荷兰 国 2014001948 2014-08-28 

种球 295450 荷兰 国 2014001949 2014-08-28 

种球 103275 荷兰 国 2014001950 2014-08-28 

种球 190000 荷兰 国 2014001951 2014-08-28 

种球 182000 荷兰 国 2014001952 2014-08-28 

种球 243250 荷兰 国 2014001953 201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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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植物中文

名称 

引进材

料类型 

引进数量

（粒/个） 
原产地 审批编号 审批日期 

2015年 

郁金香 

种球 646600 荷兰 国 2015002944 2015-09-25 

种球 1721073 荷兰 国 2015003045 2015-10-29 

东方百合 

 

种球 1216000 荷兰 国 20150011159 2015-05-29 

种球 940000 荷兰 国 20150011160 2015-05-29 

种球 640000 荷兰 国 20150011161 2015-05-29 

种球 275000 荷兰 国 20150011162 2015-05-29 

种球 270000 荷兰 国 20150011163 2015-05-29 

种球 280800 荷兰 苏 2015000003 2015-07-17 

种球 260000 荷兰 苏 2015000004 2015-07-17 

种球 285725 荷兰 国 20150011338 2015-07-23 

种球 208000 荷兰 国 20150011339 2015-07-23 

种球 302000 荷兰 国 20150011340 2015-07-23 

种球 250000 荷兰 苏 2015000006 2015-07-24 

2016年 

郁金香 

种球 4067430 荷兰 国 2016002393 2016-11-04 

种球 573095 荷兰 国 2016002395 2016-11-04 

洋水仙 种球 27700 荷兰 国 2016002396 2016-11-04 

风信子 种球 300580 荷兰 国 2016002392 2016-11-04 

东方百合 

种球 265950 荷兰 苏 2016000007 2016-07-05 

种球 344900 荷兰 苏 2016000008 2016-07-05 

种球 278300 荷兰 国 2016001757 2016-08-12 

种球 776425 荷兰 国 2016001758 2016-08-12 

种球 37000 荷兰 国 2016001759 2016-08-12 

种球 1078100 荷兰 国 2016001760 2016-08-12 

种球 863725 荷兰 国 2016001761 201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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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25

号修订）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

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审批的进境动物（含过境动物）、动植物产品和需要特许审批

的禁止进境物的检疫审批。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

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禁止进境物名录，制定、调

整并发布需要检疫审批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 

根据 2002 年 1 月 8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须办理检疫审批的

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2002 年质检总局第 2 号公告），

公司进口的郁金香、百合、风信子、洋水仙种球不在上述名录范围。因此，公司

进口郁金香、百合、风信子、洋水仙种球无需取得《检疫许可证》。 

3．根据国家林业局林木种苗检疫部门核发的《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

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要求，货物入境须有输出国家（地区）官方植物检疫证书，

证明符合中国的检疫要求。经核查，公司引进的郁金香、百合、风信子、洋水仙

种 球 均 获 得 了 出 口 国 （ 荷 兰 ） 植 物 检 疫 机 关 出 具 的 《 检 疫 证 书 》

（PHYTOSANITARY CERTIFICATE）。《检疫证书》载明这些种球符合中国的检

疫要求。 

4．根据国家林业局林木种苗检疫部门核发的《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

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要求，引进后集中隔离种植一个生长周期，隔离期满后，

经监管单位检查合格后，方可分散种植。 

据核查，公司对从荷兰引进的郁金香种球等建立了国家林业局核准的“国外

普及型引种试种苗圃”，对试种之种球进行了系列前期处理及试种期间进行了病

虫害防治，并建立了隔离试种档案。连云港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对郁金香、百

合等种球隔离期满进行了检验，认为在隔离试种期间未发现检疫性病虫害，符合

分散种植的规定，并出具了《分散种植的批复》。 

5．除上述之外，报告期内公司从荷兰进口泥炭/煤（栽培介质）用于包裹进

口百合种球及其种植。经核查，公司每批次的泥炭/煤（栽培介质）进口均已获

得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批准，并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

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名称 用途 数量 
输出国

家/地区 
进境口岸 许可证号 发证日期 

2014年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24吨 荷兰 连云港海

港口岸 

AA001411226 2014-04-14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40吨 荷兰 AA001412168 201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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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名称 用途 数量 
输出国

家/地区 
进境口岸 许可证号 发证日期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40吨 荷兰 AA001412168 2014-07-25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40吨 荷兰 AA001412169 2014-07-25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70吨 荷兰 AA001412171 2014-07-25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40吨 荷兰 AA001412172 2014-07-25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70吨 荷兰 AA001412173 2014-07-25 

泥煤（栽培介质） 种植 40吨 荷兰 AA001412174 2014-07-25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5吨 荷兰 PE001410457 2014-08-28 

2015年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40吨 荷兰 PE00115010279 2015-05-29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40吨 荷兰 PE00115010280 2015-05-29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20吨 荷兰 PE00115010281 2015-05-29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30吨 荷兰 PE00115010282 2015-05-29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80吨 荷兰 PE00115010283 2015-05-29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10吨 荷兰 PE00115010284 2015-05-29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50吨 荷兰 PE00115010404 2015-07-10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15吨 荷兰 PE00115010405 2015-07-10 

2016年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20吨 荷兰 PE0016000365 2016-05-26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70吨 荷兰 PE0016000366 2016-05-26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10吨 荷兰 PE0016000368 2016-05-26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20吨 荷兰 PE0016000369 2016-05-26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20吨 荷兰 PE0016000394 2016-06-08 

泥炭（栽培介质） 种植 10吨 荷兰 PE3216000001 2016-07-20 

 

根据公司的说明，从荷兰进口泥炭/煤（栽培介质）属于进口百合种球的包

装介质，是百合进口的附带产品，与百合一同进口，如无问题，检验检疫局不专

门对泥煤出具专项检疫报告，即百合入境检验检疫证书未专门标注的，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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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附带进口的包装介质通过检疫，无关注的检疫性病虫害。同时公司还确认其

已严格按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

证》的检疫要求使用和处理上述进口的泥炭/煤（栽培介质）。连云港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出具的文件显示，经对中荷有限的申请材料和隔离试

种植条件进行初步考核，认为该介质多次在连云港、天津口岸进境，基本符合《进

境栽培介质检疫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检疫审批要求。 

（三）公司自 2016 年开始向日本出口蝴蝶兰鲜切花，公司出口蝴蝶兰鲜切

花获得了相关检验检疫部门的审批核准 

年度 植物中文名称 
出口数量

（株） 
出口地 检验检疫证书编号 

证书颁发 

日期 

2016年 

蝴蝶兰鲜切花 6798 日本 216000000518501001 2016-10-28 

蝴蝶兰鲜切花 6230 日本 216000000806571001 2016-11-17 

蝴蝶兰鲜切花 6100 日本 216000001425576001 2016-12-28 

2017年 蝴蝶兰鲜切花 14762 日本 217000000396792001 2017-02-09 

 

经核查，公司出口蝴蝶兰鲜切花均由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进行了出口

植物检疫，并获得了该部门核发的《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显示，公

司向日本出口蝴蝶兰鲜切花不带有输入国或地区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并且基

本不带有其他有害生物，因而符合输入国或地区现行的植物检疫要求。因此，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出口蝴蝶兰鲜切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动植物检验检

疫法》等法律法规。 

（四）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证明，确认公司严格遵守了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能够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进行引种、隔离试种

和发散种植 

1．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出具《证明》，确认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公司及其前身连云港中荷花卉种球有限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能够严格遵守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监管要

求，不存在违反出入境检验检疫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连云港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出具《关于江苏中荷

花卉股份有限公司种苗引进证明》，确认公司及其前身连云港中荷花卉种球有限

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底，在国外引进花卉种苗工作中能够按照《植

物检疫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引种、隔离试种和发散种植等工作，没有出现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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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疫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进出口业务方面遵守了我国海关检验检疫

的法律法规，公司的进出口业务符合海关检验检疫的监管要求。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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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本所律师核查了《审计报告》、明细账目、资金归还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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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股东的承诺函，

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一） 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1．报告期内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在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6.11.30 2015.12.31 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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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振兴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1,731,301.24    

其他应收款 
连云港振兴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1,523,045.00    

 

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出现上述资金占用的原因在于：控股股东振兴集

团通过资金结算中心对下属单位进行资金管理，下属企业的存款统一存放在资金

结算中心，各单位的资金需求通过资金结算中心进行统一调配，资金往来费用按

银行同期存贷利率收支。公司在中荷有限阶段，与振兴集团往来款项主要是由于

资金统一结算产生的资金往来。与连云港振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往来款项主要是

由于代收款及销售业务产生。另外，在中荷有限阶段，《公司章程》未对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存在决策程序不完备的情形。 

2. 报告期后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持续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未发生新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15 

（二）公司已建立了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针对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问题，已制

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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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防

范制度，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认定、关联交易定价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关联交易

的审批权限、决策程序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 

1．《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

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其它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

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

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

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占用或者转移公司

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如果存在股东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应分配的红利，以偿还被其占用或者转移的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控股股东发生上述情况时，公司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的股份。控股股东若不能以现金清偿占用或者转移的公司资金、资产及

其他资源的，公司应通过变现司法冻结的股份清偿。” 

2．《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明确规范公司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的审批及决策程序，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为作出制度性约束。 

3．为了减少和规范与中荷花卉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中荷花卉控股股东振

兴集团、江苏连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股

东兴邦公司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不从事任何损害

中荷花卉利益的行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荷花卉的《公司章程》和《江苏

中荷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中荷花

卉进行交易，保证不损害中荷花卉的利益；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中荷花

卉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且截至公司整体变更完成之日，公司已收回全部

关联方欠款，已不存在资金被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以借款、代偿

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同时，公司已建立了相关制度规范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公司控股股东也出具了相关承诺。报告期期末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因此，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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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主办券商、律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

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核查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审计基准日

至申报后审查期间是否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企

业信用报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个人信

用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及其简历和关于具有相应任职资格的说明，登录“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网、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诚信信息公

示网进行相关查询。 

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审计基准日至申报后审查

期间的诚信核查结果如下： 

序

号 
名称或姓名 与公司的关系 

是否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是否存在被执

行联合惩戒 

1 江苏中荷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 否 否 

2 连云港振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 控股股东 否 否 

3 连云港香农花卉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否 否 

4 孟小滨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否 否 

5 俞同祥 董事、总经理 否 否 

6 郑金生 董事、副总经理 否 否 

7 张爱霞 董事、副总经理 否 否 

8 董小艳 董事 否 否 

9 于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否 否 

10 刘颖 监事会主席 否 否 

11 武震嘉 监事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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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或姓名 与公司的关系 

是否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是否存在被执

行联合惩戒 

12 岳李心 监事 否 否 

 

【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连云港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详见《法

律意见书》第六部分之（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审计基准日至申报后审查期间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

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五、除上述问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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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暂无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

判决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均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