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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阳江港港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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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信扬法字［2017］第 217-3号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依据与广东阳江港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

服务合同》，担任广东阳江港港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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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法律顾问。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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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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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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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7年8月30日出具了国信信扬法字[2017]

第 217号《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阳江港港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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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于 2017年 10月 16日出具了国信信扬法字[2017]第 217-1号《国信

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阳江港港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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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年 10月 31日出具了国信信扬法字[2017]第 217-2

号《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阳江港港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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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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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二）》”）。

2017年 11月 16日，本所律师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关于广东阳江港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

（以下简称“《第三次反馈意见》”）。本所律师就《第三次反馈意见》所提出的

有关事项，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的基础上，就该等事项作出补充说明，出具《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阳江港港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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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未及内容，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为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

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

义，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意见》第 1项：“关于公司国有划拨用地以及集体土地,土地用

途及程序是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其法律瑕疵违法违规情形是否已消除或足以

消除，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是否构成重大影响，请本所律师、律师补充说明

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公司国有划拨用地以及集体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地理位置 土地性质 面积（㎡） 批复用途

实际使用用途是否与规

划或者批复用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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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城吉树小区

北4-3-2号地块
划拨用地 1420.00

进港公路及阳江港机

关办公用房、职工宿

舍及公共设施等配套

工程建设用地

是

2
港城吉树小区

南 5-1-1、9-1-1
号地块

划拨用地 3295.00
仓储、堆场、办公区、

市政道路建设用地
是

3
阳江市高新区

平冈镇大魁村

委会柳步村

集体土地 7326.00 交通水利用地 是

（一）关于公司国有划拨用地以及集体土地，土地用途及程序是否涉及重

大违法违规。

1、关于公司国有划拨用地以及集体土地的用途

根据阳江市国土局作出的《关于建设阳江港进港公路征地的复函》（阳国土

征函【1990】024号）和《关于建设阳江港配套工程征地的批复》（阳国土征字

【1991】034号）批复，批准所征用土地的土地用途为进港公路及阳江港机关办

公用房、职工宿舍及公共设施等配套工程建设用地。经核查，港城吉树小区北

4-3-2号地块属于该等批复所批准的部分用地，公司自受让后一直将该地块作为

职工宿舍及公共设施等配套使用，土地的实际使用状态与批复所批准的土地用途

一致。

根据阳江市国土局作出的《关于阳江港配套设施建设用地的复函》（阳国土

征函【1993】025号），港城吉树小区南 5-1-1、9-1-1号地块的批复用途为仓储、

堆场、办公区、市政道路建设用地。经核查，公司自受让后将港城吉树小区南

5-1-1、9-1-1号地块作为 8#通用泊位铁路专用线路工程用地使用，土地的实际使

用状态与批复所批准的土地用途一致。

经公司行政主管部门阳江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核查并根据其于 2017年

7月 6日出具的《说明》，公司使用的位于平冈镇大魁村委会柳步村 7326平方

米集体土地已经有权部门批准纳入平冈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土地用途为交通水利用地。公司将该等集体土地作为 8#通用泊位铁路专用线工

程用地使用，土地的实际使用状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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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使用国有划拨用地以及集体土地的用途符合土地

批复用途及土地利用规划用途。

2、关于公司国有划拨用地以及集体土地的程序

公司使用的国有划拨用地，即港城吉树小区北 4-3-2号地块与港城吉树小区

南 5-1-1、9-1-1号地块，均为公司于 2008年向阳江市阳江港开发总公司购买取

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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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划拨土地的转让，应当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报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

门批准，依法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交付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否则该转让行为无效。公司受让港城吉树小区北 4-3-2号地块和港城

吉树小区南 5-1-1、9-1-1号地块时，该两块土地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

地转让也并未履行报政府部门批准及签订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等程序，土

地的转让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

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

有效”，“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起诉前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并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土地使用权

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

根据阳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解决阳江港开发总公司历史遗留债务及进

行股份制重组有关问题会议纪要》【（2004）第 16号】以及《阳江港资产转让

工作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2005）第 20号】，阳江市人民政府同意阳江港

开发总公司向公司转让资产及土地，又根据阳江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出具的

《说明》，上述国有划拨土地可在完善相关用地手续后办理权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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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广东省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是阳江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区镇合一后，对辖区内

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行使市一级管理权和行政审批权。

另经核查，公司受让的国有划拨土地，转让方阳江市阳江港开发总公司的唯

一股东为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通过转让方式使用国有划拨土地的取得程序因原

土地使用权人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以及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

地使用权出让手续而存在瑕疵，但根据公司同该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原土地

使用权人之间的资产交易历史审批过程，以及阳江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出具

的说明确认“公司使用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程序可以予以规范，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另阳江市国土资源局已于 2017年 7月 11日出具证明，确认

“报告期内阳江港未因违反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而被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给予

行政处罚的情况。”

公司使用的集体土地是于 2007年 8月经阳江市人民政府协调决定，由阳江

市江城区平冈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征收工作。公司与阳江市江城区平冈镇人民政

府签订了《铁路专用线征地协议书》，与阳江市平冈镇大魁村委会、阳江市平冈

镇大魁村委会柳步村分别签订《征收（用）土地协议书》，在完成了征地价款的

支付后，公司就使用了相关集体土地。

根据阳江市高新区平冈镇大魁村民委员会柳步村出具的《证明》，公司于

2008年 12月 10日签订的《征收（用）土地协议书》，于签署时已经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全体村民代表同意，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已及时足额支付了

所约定的全部款项，在征用完成后至今均由公司正常使用，使用期间不存在纠纷

或潜在纠纷，未收到任何投诉举报事项。阳江高新区平冈镇人民政府也于 2017

年 7月 19日出具了《证明》，证实了上述征地补偿支付完毕及正常使用事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农用地用于工程项目建设

的，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确定的农用地转用指标，

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及土地征收的审批手续，并通过招标、拍卖方式提供国

https://www.qixin.com/company/33339538-120e-46f0-8c82-1a819dd91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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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经公司主管行政部门阳江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以及阳江高新区规划建

设和交通局核查，并根据其分别出具的《说明》，证明公司使用的集体土地已经

有权部门批准纳入平冈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目前，高新区正

计划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申报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使用集体土地用于 8#通用泊位铁路专用线建

设的程序尚未完成的情况就进行了项目建设，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但公司所

使用的集体土地已经列入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在地方政府的监督见证下支付了

征收土地过程应当支付给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款，并已经由有权审

批的人民政府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申报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公司能够按照法

律规定完善有关的集体土地使用程序，不会涉及重大违法违规。同时阳江市国土

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已出具证明，确认“公司使用集体土地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另阳江市国土资源局亦已出具证明，确认“报告期内阳江港未因违

反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而被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

（二）关于上述法律瑕疵违法违规情形是否已消除或足以消除,对公司财务

和生产经营是否构成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与阳江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阳江市国土资

源局高新区分局及有关部门沟通确认，上述法律瑕疵违法违规情形予以规范的具

体程序如下：

公司使用的国有划拨土地规范程序：1）根据公司与阳江市阳江港开发总公

司分别于 2008年 3月 20日、2008年 4月 22日签署的《合同书》约定，因办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产生的土地出让金由公司自行承担；2）向阳江市国土资源

局高新区分局提出划拨土地转让申请，并补缴土地出让金后，原权利人阳江市阳

江港开发总公司依法取得权属证书；3）2018年内阳江市阳江港开发总公司通过

委托阳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招拍挂方式完善相关出让手续；4）按照国有土

地转让程序办理权属证书；5）预计 2018年 12月 31日前取得权属证书。

公司使用的集体土地规范程序：1）预计 2018年第一季度内完成集体土地的

农用地转用手续；2）阳江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委托阳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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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进行招拍挂，完善相关出让手续；3）补缴土地出让金；4）按照国有土地转让

程序办理权属证书；5）预计 2018年 12月 31日前取得权属证书。

根据公司使用的国有划拨土地及集体土地的土地面积，以及相关的土地使用

用途，即使按照阳江市目前适用的《阳江市市区基准地价和土地差价补交实施办

法》规定的相关基准地价每平方米 300元计算，公司需要支付的土地使用规范代

价具体金额计算如下：

序 号 地理位置 面积（㎡） 基准地价（元/㎡） 总价（元）

1
港城吉树小区北

4-3-2号地块
1,420,00 300 426,000.00

2
港城吉树小区南

5-1-1、9-1-1号地块
3,295.00 300 988,500.00

3
阳江市高新区平冈镇

大魁村委会柳步村
7,326.00 300 2,197,800.00

合计 12,041.00 — 3,612,300.00

公司使用的国有划拨用地及集体土地依法规范后，会被作为公司的资产进行

长期摊销，且未取得权属证书的 1万多平方米相对于公司的全部 70余万平方米

的土地面积而言，占比较小，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和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使用国有划拨用地及集体土地存在的法律瑕疵及

违法违规情形能够消除，且对于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国有划拨用地以及集体土地的土地用途及程序

不涉及重大违法违规，其法律瑕疵违法违规情形足以消除且不会对公司财务和

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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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林泰松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 凌 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张丽丽 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邹 荷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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