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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浙江凯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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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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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行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凯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公司”或“凯鸿股份”）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事项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凯鸿物流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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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凯鸿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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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凯鸿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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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 

现本所根据股转公司2017年11月20日《关于浙江凯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三）》”）的要求，

对凯鸿股份的有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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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

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反馈意见（三）》中涉及的律师部分，现补充说明及补充意见

如下（下列问题仅根据《反馈意见（三）》有关问题原文摘录）： 

 

1、 关于凯翼进出口公司减资问题。嘉善凯翼由浙江凯鸿物流有限公司、薛军、

庄利军共同出资组建，凯鸿物流占 80%，薛军和庄利军各占 10%。其中薛军、

庄利军均为凯鸿物流的关联方。2016 年 1 月，嘉善凯翼未经审计净资产为 0 元。

2016 年 2 月 1 日，嘉善凯翼召开股东会决定减资，公司根据股东会决定按原始

出资额减少注册资本并办理了工商登记。（1）请公司补充披露嘉善凯翼减资时

未考虑实际经营状况，未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减资的原因及合理性；（2）请主办

券商、会计师及律师核查上述交易减资事项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核查过程 

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了凯翼贸易的工商内档、原始财务凭证、《审计报告》、

《减资公告》及公司说明，并访谈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 

（二）分析过程 

1. 凯翼贸易资本实缴情况 

根据核查公司提供的相关财务凭证： 

（1）2014 年 10 月 28 日、2014 年 11 月 4 日、2014 年 12 月 1 日，薛军通

过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向凯翼贸易开立在上海农商银行嘉善支行的

50133000382136708 账户分别实缴 231,180.00 元、5,000.00 元、237,000.00 元； 

（2）2014 年 12 月 15 日薛军、庄利军向凯翼贸易开立在上海农商银行嘉善

支行的 50133000382136708 账户分别实缴 26,200.00 元、3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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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 5 月 12 日庄利军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向凯翼贸易开立在上海农商银行嘉善支行的 50133000382136708 账户实缴

100,000.00 元。 

故本次减资前凯翼贸易累计收到股东缴纳的实收资本金额为人民币

631,800.00 元，其中薛军出资人民币 500,000.00 元，庄利军出资人民币 131,800.00

元，浙江凯鸿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0.00 元。 

本次减资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凯鸿有限 4,000,000.00 0.00 货币 80.00% 

薛军 500,000.00 500,000.00 货币 10.00% 

庄利军 500,000.00 131,800.00 货币 10.00% 

合计 5,000,000.00 631,800.00 - 100.00% 

2. 本次减资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之分析 

经核查凯翼贸易 2016 年 2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凯翼贸易净资产为 674,772.15 元，实收资本为 631,800.00 元，每股净资产为 1.068

元（未经审计）。 

经核查嘉善金佳税务师事务所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编号为“金佳税鉴

个税[2016]第 015 号”的《减资涉及的股权转让所得涉税鉴证报告》（以下简称

“《鉴证报告》”），本次减资按每 1.00 元出资作价 1.068 元定价，系参考凯翼

贸易 2016 年 2 月末的每股净资产 1.068 元（未经审计）及各股东实缴情况，本

次减资应支付薛军减资款 534,014.68 元，庄利军减资款 140,757.47 元。 

凯翼贸易于 2016年 4月 15日就本次减资薛军和庄利军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共计 8,594.43 元进行了代扣代缴；并于 2017 年 1 月 9 日、1 月 11 日、1 月 24 日

分别将上述减资款扣减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后的余额打入薛军、庄利军的个人账

户。 

2016 年 3 月 23 日，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凯翼贸易的本次减资，并向

凯翼贸易换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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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凯翼贸易减资事项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薛军、

庄利军两名减资股东不存在侵占凯翼贸易资产亦或是损害凯鸿股份利益的情形。 

 

3、 公司拥有两台叉车、一台集装箱吊具（堆高机）正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证》，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详细阐述并核查：（1）上述三台特种设备登记证办

理的最新情况；（2）未取得登记编号设备是否已投入使用，是否为公司重要或

主要使用设备；（3）如在使用中，在无设备登记编号情况下使用是否合法合规

及需承担的法律风险；如未在使用中，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答复： 

（一）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书》时，对公司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并对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进行访谈，并且核查了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在此

基础上，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补充核查了公司提供的最新取得的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二）分析过程 

1. 三台特种设备登记证办理的最新情况 

三台特种设备均已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具体

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台） 办理进展 登记证编号 

合力叉车 2 CPCD70-WX 1 已取得登记证 车11浙F02552（17）

龙工叉车 3 FD30II 1 已取得登记证 车11浙F02554（17）

集装箱堆高机 SDCY90K7H1 1 已取得登记证 车11浙F02553（17）

2. 未取得登记编号设备是否已投入使用，是否为公司重要或主要使用设备 

前述设备均已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公司主营业务为国际货运代理；

道路运输服务；进出口贸易服务,公司的重要或主要使用设备为牵引车和挂车。

叉车和堆高机主要用于各种货物装卸、堆码和搬运作业，起辅助作用，均非公司

重要或主要使用设备。 

3. 如在使用中，在无设备登记编号情况下使用是否合法合规及需承担的法

律风险；如未在使用中，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经核查，公司特种设备均已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前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证》。根据嘉善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 年 11 月 23 日出具的《证明》，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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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行政处罚记录。 

综上，公司不存在使用无设备登记编号特种设备的情形，不存在因涉特种设

备使用而受重大处罚的法律风险。该等设备非公司重要或主要使用设备，不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三）核查结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三台特种设备均已办理完成《特种设

备使用登记证》，公司不存在使用无设备登记编号特种设备的情形，不存在因涉

特种设备使用而受重大处罚的法律风险。该等设备非公司重要或主要使用设备，

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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