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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聘用律师合同》，

担任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

问，本所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萌

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

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1 月出具的《关于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现就《反

馈意见》中律师所需要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 

《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的补充。  

本所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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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2015 年 5 月公司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收购润泽农业，2017 年 3 月，公司即

将其注销。请公司说明收购后短期内将其注销的原因，润泽农业人员、资产及

业务的处置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相关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

之 1”）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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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核查了泽润农业的工商档案资料，泽润农业注销过程中的股东决定、

注销公告、清算报告等资料，并查阅了泽润农业注销前后所涉员工工资、社保、

公积金缴纳凭证以及相关劳动合同等资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泽润农业的注

销情形如下： 

（一）关于泽润农业的注销原因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规划、经营策略调整及外部经营环境变化，为了统一公司

管理、提高效率，且泽润农业原从事相关业务将由转由公司承接，因此，萌帮有

限 2017 年 3 月 15 日做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其予以注销。 

（二）关于泽润农业以及注销过程中人员、资产及业务处置措施 

经核查，泽润农业注销前共有 5 名员工，其中 4 名员工劳动关系转回萌帮有

限、1 名员工劳动关系转入萌帮特种。 

泽润农业注销前已经清理相关资产及负债，在注销前无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对于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均进行了处置，清算后剩余 155483.92 元，并全部由萌

帮有限收回。 

萌帮有限做出清算泽润农业的股东会决议后，泽润农业原从事的业务全部由

萌帮有限予以承接。 

（三）关于泽润农业的注销程序 

2017 年 3 月 20 日，萌帮有限作为泽润农业唯一股东做出股东决定，泽润农

业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并进入清算程序，并由郭兴龙、孟国明及赵立峰共同组成清

算组。 

2017 年 3 月 23 日，泽润农业于《河北工人报》刊登清算注销公告。 

2017 年 4 月 24 日、2017 年 4 月 26 日，赵县国家税务局及河北省赵县地方

税务局征收分局分别出具《清税证明》，泽润农业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 

2017 年 5 月 10 日，泽润农业向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2017

年 5 月 10 日，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赵）登记

内销字[2017]第 33 号），准予泽润农业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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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泽润农业注销事项，已经其股东萌帮有限同意，履行了公告、清

算等程序，并经税务主管部门及工商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本所律师认为，泽润农

业注销事项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所在行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染

物种类及处置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反馈意见》“一、公司特

殊问题之 2”） 

回复： 

本所律师查验了正在运营的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审

批意见、环境保护验收文件、环评监测报告、排污许可证等资料，并实地考察了

公司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查询了相关环保部门网站公开信息；查阅了《公开转

让说明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 并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了访谈。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的环保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是否为重污染行业的核查 

根据《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

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

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05 号)、《关于印发<上市

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将“火电、

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造

纸、酿造、发酵）、纺织、制革”列为重污染行业。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

主营业务为水溶肥料、有机肥等新型环保肥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根据《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C26）；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公司所

处行业为其他肥料制造（C2629）行业。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所处行业为其他肥料制造（C2629）行业；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

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化肥与农用药剂（11101012）行业。因此，公司所属行

业属于重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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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生产经营场所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报批

并通过了环评验收 

1、水溶肥料搬迁升级改造项目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水溶肥料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取得了石家庄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颁发的证号为赵工信 201105005 的《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改造项

目备案证》，主要建设内容为：项目占地 62 亩，总建筑面积 35310 平方米，新

上设备 31 台（套），年产水溶肥料 10 万吨。 

2011 年 6 月 2 日，赵县城乡规划局出具编号为赵规选字（2011）8 号的《关

于河北萌帮水溶肥料有限公司水溶肥料搬迁升级改造项目的选址意见》，同意公

司先期办理环评，环评通过后，按程序办理规划手续。 

2011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取得了赵县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我局项目审查委员会研究，同意该项目

在新寨店工业区内建设。同意环评报告所列标准和总量。” 

2013 年 4 月 15 日，赵县环境监测站出具了编号为赵环监字（2013）第 010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对公司“水溶肥料搬迁升级改造项目”

进行了验收监测，结论指出“监测期间，该公司运行工况达到验收工况要求，环

保设施运转正常；该公司基本按照环评报告表的要求及环保管理部门批复进行了

环保设施的建设；经监测，该公司无组织排放的粉尘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综合排

放标准》（GB/T16297-200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经监测，该

公司昼、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T12348-2008）

3 类标准”。 

2013 年 5 月 10 日，赵县环境保护局对公司水溶肥料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出具

了编号为环验[2013]20130523 号的验收意见，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年产 10 万吨水溶肥料项目 

201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取得了赵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编号为赵县工

信技改备字[2014]30 号《赵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河北萌帮水溶肥料有限公司年

产 10 万吨水溶肥料技改项目备案通知书》，主要建设内容为：利用预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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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车间、仓库等，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新增液压造粒机、对辊造粒机等设

备 78 台（套），年产 10 万吨水溶肥料。 

2015 年 3 月 4 日，公司取得了赵县发展改革局出具的编号为赵发改[2015]21

号的《赵县发展改革局关于河北萌帮水溶肥料有限公司年产十万吨水溶肥料项目

的节能审查意见》，同意公司该项目通过节能审查。 

2015 年 3 月 6 日，公司取得了赵县发展改革局出具的证号为赵发改投资备

字[2015]09 号的《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 

2015 年 4 月 3 日，公司取得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取得了赵

县环境保护局的批复：“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我局项目审查委员会研究，

同意该项目办理环保手续。同意环评报告所列总量控制标准。” 

2015 年 4 月 28 日，赵县环境监测站出具了编号为赵环监字（2015）第 029

号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对公司“年产十万吨水溶肥料项目”

进行了验收监测，结论指出“监测期间，该公司运行工况达到验收工况要求，环

保设施运转正常；该公司基本按照环评报告表的要求及环保管理部门批复进行了

环保设施的建设；经监测，该公司无组织排放的粉尘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200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经监测，该

公司昼、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标准”。 

2015 年 5 月 15 日，赵县环境保护局对公司年产十万吨水溶肥料项目出具了

编号为赵环验[2015]05016 号的验收意见，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综上所述，公司在赵县工业区自有厂房车间内的水溶肥料生产项目经过赵县

环境保护局的环评审批及环保验收。 

（三）公司取得排污许可证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依法取得赵县环境保护局核发的排污

许可证，现持有赵县环境保护局核发的《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为

PWX-130133-0088-17）；公司未被当地环保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依法

不需公开披露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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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及处置措施 

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主要污染物为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和噪声，并不直接

或间接向环境排放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亦不存在禁止使用或重点防控的物质。

公司按照赵县环境保护局对环评报告的审查意见提出的建议，为防止和减少污染

物排放而设置了有关的污染处理设施，以上设施能够有效运转。报告期内，赵县

环境监测站每年都会对公司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公司无组织排放的粉尘浓

度符合《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200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要求，公司昼、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公司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及处置措施如下： 

项目名称 污染物种类 处置措施 

水溶肥料搬迁

升级改造项目 

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无生

产废水排放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工业园区的污水管网 

废气：主要为原料仓及破碎筛分、

混合、造片等工序产生的粉尘 

各粉尘点均在生产车间内，均

安装集气管道，统一收集后经

布袋除尘设施处理，然后经水

浴除尘后无组织排放 

噪声：主要为破碎机、搅拌机、造

片机、灌装机、泵等 

各生产设备均采取基础减震、

厂房隔声及采用隔声门窗等措

施减振降噪 

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及除尘器收

集的粉尘 

生活垃圾送堆肥厂处理，除尘

器收集的粉尘直接回用于生产 

年产 10 万吨水

溶肥料项目 

废水：无生产废水排放，不新增职

工生活污水 
- 

废气：主要为混合机、研磨机、筛

分机和造粒机工作时产生少量粉

尘 

在加料口、出料口分别采取集

气罩收集统一引至布袋除尘器

处理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噪声：主要为混合机、研磨机、筛

分机和造粒机等设备 

对不同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震

和厂房隔声等措施减振降噪 

固废：主要为原料的废包装编织袋 外售物资回收站 

（五）关于公司环保守法情况的核查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明细，登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 保 护 部 （ http://www.zhb.gov.cn/gkml/ ） 、 河 北 省 环 境 保 护 局 网 站

（http://www.hb12369.net/）进行了查询，并查阅了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以及公司

环保主管部门赵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 

http://www.zhb.gov.cn/gk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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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已经履行了

法律法规规定的环保手续；公司日常环保运营合法合规，不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

罚的情况；公司符合挂牌条件中环保合法合规的要求。 

三、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已于 2017 年 9 月到期。请公司补充披露续期情况。请主

办券商和律师结合公司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配置，研发投入及其他复审条件评

估公司是否存在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风险。请公司做重大风险揭示。

（《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 3”） 

回复： 

本所律师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研发部负责人进行了

访谈，查验了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证书、公司高新产品的相关检验报告以及《审

计报告》等资料，查阅了公司的员工花名册、研发人员名单以及公司申请高新技

术 企 业 复 审 材 料 ， 并 通 过 河 北 省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认 定 管 理 工 作 网

（www.chinatorch.gov.cn）进行了查询。 

（一）关于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续期情况 

如《法律意见书》“十六、关于公司的税务”所述，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递

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

经本所律师查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chinatorch.gov.cn）查询，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发布《关

于公示河北省 2017 年第二批拟认定公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萌帮股份属

于“河北省 2017 年第二批 814 家企业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之一，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  

（二）关于公司是否存在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风险 

经核查，公司技术研发对应部门为研发中心，下设品管部、信息部、工艺技

术部；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公司的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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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公司具体情况 

是否

符合 

1 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符合 

2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

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

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

权的所有权 

自主研发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

利各 1 项 
符合 

3 

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

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

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公司产品属于“生物与新医药/农业

生物技术/农林植物优良新品种与

优质高效安全生产技术”领域 

符合 

4 

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

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

不低于 10% 

2016 年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

活动的科技人员占全年月平均数

计算的员工总数比例为 11.50% 

符合 

5 
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条件 

公司 2014年至 2016年的研发费用

占同期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3.09% 
符合 

6 
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

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60% 

2016 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

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为

67.13% 

符合 

7 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从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企业成长

性等四项指标进行评价 

符合 

8 
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

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未发生 符合 

综上所述，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公告结果并根据《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与公司相关情况进行比对，本所

律师认为，萌帮股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以下事项：（1）公司是否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

许可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情况；（2）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

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4）报告期以及期后是否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

纠纷、处罚，如有，披露具体情况、公司的整改措施、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并就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 4”） 

答复： 

本所律师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查阅了

公司项目报建审批过程中的相关资料，查阅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职

业健康管理制度》、《公司突发事件预案制度》、《消防器材管理制度》等内部

制度文件，并查验了赵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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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违法情况的书面证明，并翻阅了公司安全生产演练记录及培训会议记录等资料。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安全生产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是否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 

经核查，公司不属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定的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的企业范围，公司无需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2014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取得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

AQBⅢQG 冀 201400022 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认定公司为安全生产标准

化三级企业（轻工），有效日期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新的安全生产标准

化证书正在申请办理过程中。 

根据赵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书面证明，公司报告期内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能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于新、改、扩建

工程按照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原则”进行，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相

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也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相关法律、法规或规

章的行为而遭受处罚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 

公司所处的水溶肥、有机肥行业属于一般肥料行业，不属于高危行业或危险

品、生化品生产行业，日常生产按照肥料生产管理法律法规进行。公司产品的生

产资质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初审，农业部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由农业部颁发《肥

料登记证》允许开展生产销售活动。公司对日常安全生产建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

组，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生产、运输、仓储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和

安全生产责任方案，同时按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 环境管理体系标

准对产品生产过程、原材料及成品的储存和保管、环境保护各阶段进行安全防护；

新、改、扩建工程，严格按照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原则”。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防火灾爆炸预案”、“防

触电事故预案”等预案，并开展年度演练，防患于未然。 

（三）关于报告期以及期后是否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及期后均未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2 

纷和处罚；公司取得了赵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公司及子

公司自 2015 年以来没有发生过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亦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属于一般肥料生产企业，无需取得相关部门

的安全生产许可；公司日常生产环节遵守相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执行公司的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采取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报告期内及期后，

公司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纠纷或处罚。 

五、公司目前主要采取自主生产与 OEM 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其中 OEM 为公司

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委托同类产品的其他厂家生产，后将所订产品买断并贴公

司品牌商标销售。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1）报告期内外协厂商名称、

外协内容，是否具备生产所需的资质；（2）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3）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4）外协产品加工

数量、成本的占比情况；（5）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6）外协在公司整个

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重要性，是否涉及关键工序或关键技术。（7）外协

厂商的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环保违法违规行

为。（《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 5”） 

答复： 

本所律师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查阅了

公司与外协厂商签署的合作协议、外协厂商的营业执照及资质文件、公司对外协

厂商的质量管控制度、公司关联方的工商信息或个人调查表，并查询了全国企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www.gsxt.gov.cn/ ） 、 查 询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外协厂商所属主管环保部门石家庄市环境保

护局（http://www.sjzhb.gov.cn/）、吕梁环境保护网（http://www.llhuanbao.gov.cn/）、

邢 台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 http://www.xtshbj.gov.cn/ ） 、 宜 昌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http://hbj.yichang.gov.cn/）、烟台市环境保护局（http://www.ytepb.gov.cn/）的

相关公开信息。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外协厂商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内外协厂商名称、外协内容，是否具备生产所需的资质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外协厂商名称、生产内容、生产资质等情况如下：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3 

序号 外协厂商名称 外协生产内容 是否具备生产资质 

1 交城县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氮肥 是 

2 交城县田丰肥业有限公司 氮肥 是 

3 河北玖农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生物有机肥料 是 

4 河北高盛化肥有限公司 钾肥 是 

5 河北金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钾肥 是 

6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磷肥 是 

7 莱州市莱玉化工有限公司 中量元素肥料 是 

8 邢台盛悦化工有限公司 磷肥 是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外协厂商具备生产内容对应的生产资质。 

（二）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 

经核查，公司外协厂商的基本情况如下： 

1、交城县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交城县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吕梁市交城县义望 

法定代表人 蔺拴全 

设立时间 2002 年 10 月 09 日 

注册资本 6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制造：硝酸铵钙、氯化铵、硫酸铵、大量元素水溶肥、中量元素水

溶肥、微量元素水溶肥、涂料添加剂、磷酸铁;销售：氧化剂、无

机盐；销售、储存化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制造：硝酸钙、

硝酸钠。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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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蔺拴全、曹银莲 

主要人员 蔺拴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曹银莲（监事） 

2、交城县田丰肥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交城县田丰肥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吕梁市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工业东路 

法定代表人 王彦斌 

设立时间 2015 年 10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1080 万元 

经营范围 

生产：硝酸铵钙、硝基水溶肥料、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微量元素

水溶肥料、水溶肥料、掺混肥、复混肥、复合肥、有机肥、液体肥、

叶面肥、生物菌肥、氨基酸型肥料、腐殖酸型肥料、土壤调理剂；

各种作物专用肥及其它新型肥料、生态肥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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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进出口业务；销售：化肥、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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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王彦斌 

主要人员 王彦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海功（监事） 

3、河北玖农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河北玖农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南孟镇韩家洼村 100 米处（京港澳高速 257

出口西 200 米） 

法定代表人 陈书华 

设立时间 2009 年 6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1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有机肥料、秸秆腐熟剂、生物有机肥、生物菌剂及其相关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复合肥、掺混肥料、海藻提取肥料、水溶肥料、

保水剂、土壤调理剂、中微量元素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新型

肥料的研发及推广；农副产品（不含鲜奶）的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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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陈书华、刘晓伟 

主要人员 陈书华（执行董事）、刘晓伟（监事） 

4、河北高盛化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河北高盛化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平乡县滏阳工业区内、闫庄路南端东西两侧 

法定代表人 张敬恩 

设立时间 2010 年 7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168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复混肥、掺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颗粒硫酸铵、硫酸钾、氯化

钾、缓释肥、水溶肥、微生物肥、有机肥、冲施肥、叶面肥、土壤

调理剂、腐植酸肥、复合肥生产、销售；生物肥料新品种研究、开

发；化肥原料购销；蔬菜购销、配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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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张会申、张素敏、张敬恩、俆焕昌、张书霞 

主要人员 张敬恩（执行董事）、张书霞（监事）、张建磊（总经理） 

 

5、河北金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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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河北金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平乡镇滏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齐志军 

设立时间 2014 年 8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12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硫酸钾、盐酸、三氯氢硅、四氯化硅（危险化学品除外）；

多晶硅产品研发；化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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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齐志军、申瑞红、王亮、冯立存、郝守强 

主要人员 齐志军（执行董事）、冯立存（监事）、王亮（经理） 

6、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当阳市玉泉办事处岩屋庙村 

法定代表人 韩帆 

设立时间 2004 年 12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硫酸、磷酸（系生产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的中间体，有效期至 2018

年 09 月 12 日止）、精制磷酸盐、化学肥料（持有效许可证经营）

生产、销售；磷石膏生产加工、销售；磷矿石精选；进出口业务（不

含国家禁止、限制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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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宝石山矿业有限公司、宜昌明珠

磷化工业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韩帆（董事长）、缪振虎（董事）、秦红（董事）、杨泽民（董事）、

唐兴培（董事）、黄化锋（董事）、饶剑波（监事）、何鹏程（监

事）、刘磊（监事）、叶兴华（副总经理）、张勇（副总经理）、

蒋柏林（副总经理） 

7、莱州市莱玉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莱州市莱玉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烟台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朱由 

法定代表人 姜升林 

设立时间 1998 年 06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硫酸镁、醋酸镁、醋酸钙镁（抑尘剂）、碳酸镁、浴

盐、硫酸钾镁、硅酸镁、土壤改良剂、土壤调理剂、矿物质肥、水

溶肥、复混肥、有机肥、螯合肥、双马来酰亚胺、2-烯丙基苯酚、

绝缘材料、双酚 A 双烯丙基醚、二烯丙基双酚 A、烯丙基环氧树脂、

化工机械（压力容器除外）；销售：氢氧化镁，氧化镁，氯化镁、

白云石、复合肥、三溴苯醚，十溴二苯乙烷，硫酸钾，氯化钾，硫

酸铵，尿素，交联剂 TAIC（以上范围危险化学品除外）；经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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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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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姜升林、李东波、李雅文、姜文义 

主要人员 姜升林（执行董事）、李东波（监事） 

8、邢台盛悦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邢台盛悦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任县任城镇三里桥北 

法定代表人 王少辉 

设立时间 2012 年 5 月 2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经营和储存：硝酸钾、氯酸钠、高氯酸钾、氯酸钾、硝酸钠。经营

不带储存：1，2-二甲苯、苯、甲醇，乙醇、次氯酸钠溶液、氢氧

化钠、盐酸、亚氯酸钠、亚硝酸钠、铬酸酐（许可证有效期 2020

年 4 月 26 日）。销售：氯化钾、橡胶、有机化学原料：硼酸、硫

酸钾、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铵、磷酸氢二铵、磷酸脲、焦磷酸钾、

氯化铵、水处理材料：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三氯化铁、聚合

氯化铝铁、活性炭。塑料颗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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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王少辉、苗鹿春 

主要人员 王少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苗鹿春（监事） 

经核查，上述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 

经核查，公司与外协厂商的定价原则是根据市场行情和收费标准，综合考虑

外协产品的规格、数量等因素后进行协商，最终与外协厂商达成一致并通过合同

或订单的形式明确价格；同时，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根据市场行情以及产品工

艺升级等情况，双方对价格进行协商调整。 

（四）外协产品加工数量、成本的占比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外协生产的产品主要为氮肥、

钾肥、磷肥等基础肥料以及少量其他水溶肥料、土壤调理剂、有机肥。报告期内

各期外协产品的生产加工数量、成本的占比情况如下： 

2017 年 1-6 月 

序号 肥料类别 数量/千克 占生产数量 成本/元 占营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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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本比例 

1 氮肥 8,738,090.00 13.78% 9,005,801.52 5.17% 

2 钾肥 5,968,429.00 9.41% 18,758,693.00 10.76% 

3 磷肥 22,127,000.00 34.90% 74,250,880.74 42.61% 

4 其他水溶肥料 1,316,525.00 2.08% 1,041,268.47 0.60% 

5 土壤调理剂 126,000.00 0.20% 178,516.38 0.10% 

6 有机肥 346,600.00 0.55% 214,401.13 0.12% 

 合计 38,622,644.00 60.92% 103,449,561.24 59.36% 

2016 年度 

序号 肥料类别 数量/千克 
占生产数量

比例 
成本/元 

占营业成

本比例 

1 氮肥 44,627,100.00 35.79% 38,310,331.98 13.01% 

2 钾肥 10,997,667.50 8.82% 30,472,347.92 10.35% 

3 磷肥 34,097,108.00 27.35% 111,783,708.24 37.97% 

4 其他水溶肥料 1,553,292.00 1.25% 3,914,767.22 1.33% 

5 土壤调理剂 401,740.00 0.32% 555,569.71 0.19% 

6 有机肥 233,840.00 0.19% 229,163.20 0.08% 

 合计 91,910,747.50 73.72% 185,265,888.27 62.93% 

2015 年度 

序号 肥料类别 数量/千克 
占生产数量

比例 
成本/元 

占营业成

本比例 

1 氮肥 48,579,525.00 43.67% 58,235,208.87 19.47% 

2 钾肥 7,470,478.00 6.72% 25,966,311.86 8.68% 

3 磷肥 25,495,100.00 22.92% 96,038,516.78 32.10% 

4 其他水溶肥料 313,900.00 0.28% 929,147.98 0.31% 

5 土壤调理剂 173,900.00 0.16% 241,905.48 0.08% 

6 有机肥 - - - - 

 合计 82,032,903.00 73.75% 181,411,090.97 60.64% 

（五）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 

经核查，公司制定了质量管控措施，并由相关人员负责实施。公司对外协产

品的质量控制措施主要包括：选取外协厂商时，公司派出生产人员进行现场考察

以及资质评估；外协厂商必须按照公司提供的技术指标及配方要求生产，确保生

产工艺的稳定；公司派出质量人员或由外协厂商提供产成品进行抽样确认；产成

品经公司品管部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 

（六）外协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重要性，是否涉及关键工

序或关键技术 

公司采取外协生产模式主要原因系基于运输成本、离港远近等因素。目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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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外协产品的可替代生产厂商较多，公司择优选取合作厂商，外协厂商必须严格

按公司的质量准则以及提供的配方和技术标准进行流程化、严谨化、损耗控制化

和安全化的高品质生产，在产品生产完成后公司会抽样进行检验，外协厂商在公

司整个生产经营中属于从属地位；且公司外协产品主要为氮肥、钾肥、磷肥等基

础肥料，生产工艺较为简单，不涉及公司关键工序或技术。如发生更换外协厂商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外协厂商不存在重大依赖。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采取外协生产模式不涉及公司关键工序或技术，且可替

代生产厂商较多，公司对外协厂商不存在重大依赖。 

（七）外协厂商的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环

保违法违规行为 

经核查，上述外协厂商生产经营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不存在环保

违法违规行为。 

六、公司披露因生产经营向银行申请贷款需要将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

抵押，故未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及房产权属证书。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

上述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因违法行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后果是否会

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是否影响申请挂牌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 6”） 

答复： 

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拥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

的凭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规划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等，并查阅了赵县城乡规划局以及赵县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赵县人民政府、赵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文件。 

如《法律意见书》“十、关于公司的主要财产之（四）2”所述，公司系根据

赵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相关政策入驻，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主要原因系在未办

理招拍挂手续前先行建造，公司后于 2014 年、2016 年取得全部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书；由于生产经营向银行申请贷款需要，公司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抵

押，未能及时补办相关施工许可及产权登记手续。经核查，公司现已取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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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等

相关许可。 

2017 年 11 月 21 日，对于编号为冀石赵国用（2014）第 4174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0000 平方米）及对应的办公楼及车间已经取

得赵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编号为冀（2017）赵县不动产权第 0000464 号《不动产权

证书》，权证载记信息如下： 

不动产权证

号 

共有 

情况 
坐落 

权利 

类型 

权利

性质 
用途 面积 使用期限 

冀（2017）

赵县不动产

权第

0000464 号 

单独

所有 

六市

庄村

北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房屋

（构筑物）

所有权 

出让/

自建

房 

工业用地

/办公、工

业 

宗地面积

10000 平方米

/房屋建筑面

积 6184.32 平

方米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至 2064年 8

月 19 日 

对于编号为石赵国用（2016）第 0438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载面积

为 28,318.56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尚未解除抵押，目前正积极与抵押权人（贷

款银行）沟通相关解押事宜、并与相关部门协调办理该等土地使用权及其上车间

等产权登记手续。根据赵县城乡规划局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公司的建筑项目及

设施符合赵县工业区总体规划；根据赵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书面证明，该情形存

在一定成因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且不会对公司采取要求退还土地、拆除相

关建筑物的相关措施。 

对于公司未及时办理后续许可等情形，公司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面临因“未取得施工许可证

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的风险，且对于建设单位可“处工程

合同价款 1%以上 2%以下的罚款”。对此，郭兴龙等实际控制人出具书面承诺，

承诺将共同承担相应处罚，以个人自有资金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缴纳罚金；

如因此而给萌帮股份带来任何其他费用支出和经济损失的，愿意全部无偿代萌帮

股份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保证不因上述情况致使公司和公司挂牌上市后的公众

股东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所述，鉴于公司已经就部分房产补办相关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对

于剩余车间仓库等建筑物公司正在积极补办相关手续，将在土地使用权解押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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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对于上述房屋建筑物未及时办理后续许可及产权登记等手

续而受到处罚的风险，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担相关损失的承诺；根据赵县城乡规

划局、赵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具的书面证明，公司的上述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上述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和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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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

问题之 7”） 

答复：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了 全 国 法 院 被 执 行 人 信 息 查 询 网 （ http ：

//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

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 www.gsxt.gov.cn/）；查询了河北省环境保护厅（http://www.hebhb.gov.cn/）、

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http://www.sjzhb.gov.cn/）、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http://www.sjz12365.gov.cn/）、石家庄市地方税务局（http://sjz.hebds.gov.cn/）、

石家庄市国家税务局（http://www.he-n-tax.gov.cn/sjzgsww_new/）、石家庄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http://www.sjzfda.gov.cn/）、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信息公布栏（ http://hd.chinatax.gov.cn/xxk/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http://www.sda.gov.cn/WS01/CL0001/ ） 、 国 家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http://www.chinasafety.gov.cn/）等相关政府部门公示系统；并查阅了工商、税

务、质监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以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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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了公司及控股股东的企业信用报告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个人信用报告。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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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萌帮特种、萌帮环保、泽润科技不存在为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前述主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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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八、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反馈回复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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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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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一、公

司特殊问题之 8”） 

答复： 

本所律师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瑞华会

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以及公司往来明细账及科目余额

表、往来凭证等资料，并查阅了公司三会会议文件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书面声明承诺。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方 资金占用开始时间 资金占用结束时间 占用金额/元 

1 香港一禾 2015/1/1 2015/1/29 129,872.00 

2 香港一禾 2015/10/14 2015/10/23 2,578,887.79 

3 香港一禾 2015/12/4 2015/12/29 3,945,316.55 

4 香港一禾 2016/7/6 2016/8/3 52,547.39 

5 香港一禾 2016/8/4 2016/10/13 32,124.83 

6 香港一禾 2016/10/14 2016/10/17 2,277,465.24 

7 香港一禾 2016/10/18 2016/10/25 32,124.83 

8 香港一禾 2016/10/26 2016/10/31 360,383.67 

9 香港一禾 2016/11/1 2016/12/1 32,1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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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一禾 2016/12/2 2016/12/25 215,677.85 

11 香港一禾 2016/12/26 2016/12/28 792.184.17 

12 香港一禾 2016/12/29 2017/1/11 215,677.85 

13 香港一禾 2017/1/12 2017/5/3 393,429.27 

14 香港一禾 2017/5/4 2017/7/20 129,946.13 

15 纽康恩食品 2015/1/1 2015/8/20 1,200,000.00 

16 纽康恩食品 2015/8/20 2015/8/25 2,000,000.00 

17 纽康恩食品 2015/9/16 2015/10.19 471,000.00 

18 纽康恩食品 2015/10/20 2015/10/25 7,471,000.00 

19 纽康恩食品 2015/10/30 2015/12/28 471,000.00 

20 国勋化工 2015/1/1 2015/3/31 21,700,000.00 

21 国勋化工 2015/4/1 2015/4/5 16,260,000.00 

22 国勋化工 2015/4/6 2015/4/20 10,149,770.00 

23 国勋化工 2015/4/21 2015/6/30 3,449,770.00 

24 国勋化工 2015/7/1 2015/7/6 749,770.00 

25 郭兴龙 2015/7/27 2015/8/16 2,524,695.52 

26 郭兴龙 2015/8/17 2015/8/24 7,524,695.52 

27 郭兴龙 2015/8/25 2015/8/27 14,524,695.52 

28 郭兴龙 2015/8/28 2015/8/30 20,004,695.52 

29 郭兴龙 2015/8/31 2015/9/29 19,909,902.69 

30 郭兴龙 2015/9/30 2015/11/30 19,910,612.08 

经核查，有限公司阶段，公司财务规范意识薄弱，存在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

情况，且未支付资金占用费；公司当时未建立专门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因此上

述关联交易未履行审批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针对上述关联交易，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予以确认

的议案》，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确认。 

股份公司成立后，为了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不仅在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中做出

了规定，而且专门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完善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严格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公司承诺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议

事规则中对关联方交易的规定，以保证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开、公平、

公正；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规

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及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承诺将不会以借款、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萌帮股份之资金、资产，且将严格遵守法人治理的有

关规定，避免与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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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未再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申请挂牌至申报审查期间已不存在相关情形；公司根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未发生资金占用等违反承诺

及规范的情况。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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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规定

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

源情形的，应在申请挂牌前予以归还或规范（完成交付或权属变更登记）”挂牌

条件。 

九、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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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 10”） 

答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以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并查阅

了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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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载明了章程完备性的相关

制度及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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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十、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存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和律师

对公司个人卡结算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面临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

重大处罚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一、公司特殊问题之 19”） 

答复： 

本所律师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瑞

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个人卡的资金流水对账单以及发票、工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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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单等原始单据以及个人卡银行销户业务受理单，查阅了企业信用报告，并查

阅了《公司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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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规定：1、开户单位现金收入应当于当日送存开户银行。当日

送存确有困难的，由开户银行确定送存时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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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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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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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对于报告期内公司存在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形，公司管理层意识到

该等不规范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公司上述个人银行账户均已注销，并通过其他

收款方式对此予以规范，报告期末至今，公司已不存在使用个人卡结算的情形；

且报告期内公司未因个人卡结算行为受过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付款不符合《公司法》、

《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相关个人银行账户开户人未因此获得任

何违法所得和个人利益，且公司已采取措施规范个人银行账户收付款情形。因此，

报告期内公司曾存在的个人银行账户收付款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情形，不属

于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处罚情形。 

十一、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大额应付票据。请公司说明其是否存在开具无真实交

易背景票据的情况。如是，（1）请公司分别说明报告期内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

的发生原因、总额、明细、解付情况及未解付金额；（2）如未解付，请公司说

明未解付的原因及依据，并对未解付票据金额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

（3）请公司说明对于该等票据融资行为的规范措施及规范的有效性；（4）请公

司分析采用该等票据融资与采用其他合法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的差异及对公司

财务状况的影响，公司若不采用该等票据融资方式，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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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利影响；（5）请主办券商、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详细核查，请主

办券商、律师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

明判断依据；（6）请公司就上述事项做重大事项提示。（《反馈意见》“一、公

司特殊问题之 22”） 

答复： 

本所律师与公司的董事、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审计报告》以及公

司应付票据明细账、会计凭证、银行承兑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的银行

对账单，并对大额应付票据的取得主要核查采购合同、发票、入库单等，核查是

否存在真实交易。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情形。对于公司

报告期内的部分采购业务，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予以结算，该等应付票

据的收款人均为公司的供应商，承兑人为各大银行，均建立在真实的业务往来基

础上，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银行的相关规定提供保证金，历史上均按时解付到期

的银行承兑汇票，不存在违规、违约的情形，未发生过追索权纠纷的情形。 

如《法律意见书》“二十二、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三）”所述，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在票据背书转让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情形，但该等行为并不属于《票据法》

第 102 条、《刑法》第 194 条所规定的严重违法行为，且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已经出具书面承诺予以规范。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上述不规

范使用票据的行为对公司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情况，符合“合法规范经

营”的挂牌条件。 

十二、关于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过程中形成的会议通知、议案、签到簿、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等文件，

并查阅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相关会议情况如下：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预计 2018 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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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召开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其中，对于《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因关联董事回避及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该议案直接提交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预计 2018 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对于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河北萌帮水溶肥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主要系根据主管工商部门的要求在公司章程中增加了“党

组织”及其相关职责条款。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上述会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条款齐全，内容完备，符合《公

司法》、《业务规则》、《章程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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