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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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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观意字[2017]第 GZ17Z2392 号 

 

致：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

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聘请专项事务

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其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提供法律

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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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就公司本次

挂牌并公开转让所涉及有关事宜出具了《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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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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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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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7 年 09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四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本所律师就《反馈意见》中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问题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一）《法律意见书》中所述及之本所律师之声明事项，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

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除非另行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

简称与其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截至出具日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规定的理解和对有关

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 

（五）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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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提供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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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及资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

开转让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股转公司，并依法对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

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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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

义： 

本所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公司/股份公司/腾飞

基因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瑞康 指 
中山瑞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

用名“中山瑞康基因科技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达安基因 指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达瑞生物 指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广州

市达瑞抗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佑乐投资 指 深圳佑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丰榕投资 指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永联生物 指 中山永联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新科技 指 信阳泰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阶平健康 指 中山吴阶平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

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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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

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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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 指 
广东腾飞基因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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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报告期 指 2015年 01月 01 日至 2017年 02月 28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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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特殊问题 

一、《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对申请挂

牌公司出资来源，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山瑞康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资

报告及中山瑞康出资的银行回单，中山瑞康对申请挂牌公司的出资情

况如下： 

序

号 
出资时间 出资金额（万元） 是否为自有资金 

1 2014.11.24 200.00 是 

2 2017,02.16 600.00 是 

合计 800.00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控股股东中山瑞康投资公司的资金为其所

有的自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借用或接受他人委托的资金出资。 

 

二、《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2、关于公司股东，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进一步核实是否需要穿透计算，是否存在超 200人的情况，是

否存在不符合非公部 4 号文的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1、根据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声明及对股东进行访谈，股东所持

公司股份不存在代持的情况，所持公司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

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限制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

纠纷的情形。 

2、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的工商资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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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穿透计算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或姓名 

股东类型 
是否需要穿

透计算 
人数统计（人） 

1 中山瑞康 合伙企业 需要 

2人，合伙人分别为达云
投资（为杨呈勇设立的
一人有限公司）、杨呈

勇、邓杏昌 

2 达安基因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证券
简称：达安基因，证
券代码：002030 

不需要 1 

3 佑乐投资 
私募投资基金，已登

记备案 
不需要 1 

4 丰榕投资 有限公司 需要 
2人，分别为薛黎曦、陆

晓珺 

5 达瑞生物 

股转系统挂牌公司，
证券简称：达瑞生
物，证券代码：

832705 

不需要 1 

6 永联生物 合伙企业 需要 

1人，合伙人分别为达云
投资（为杨呈勇设立的
一人有限公司）、杨呈

勇 

7 泰新科技 有限公司 需要 
3人，分别为王小慧、郝

嘉乐、鲁明霞 

8 阶平健康 
私募投资基金，已登

记备案 
不需要 1 

9 向柱方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10 罗玉丽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11 甘海燕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12 李明芝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13 李艳芳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14 洪小龙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15 何靖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16 吴丽红 自然人股东 不需要 1 
合计 - - - 19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穿透计算

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19人，未超过 200人,不存在不符合非公部 4号文

的情况。 

 

三、《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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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佑乐投资及丰榕投资进行公司增资的出资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

存在吸取公众资金的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1、根据佑乐投资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官方网站（http://www.amac.org.cn/）上公示的私募投资基金及

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佑乐投资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存在将资产委托

基金管理人或其他第三方管理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私募基金

名称 

基金是

否已备

案 

基金备

案编号 
管理人名称 

管理人

是否已

登记 

管理人的

登记编号 

1 佑乐投资 是 S68438 
深圳和瑞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是 P1020490 

根据佑乐投资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佑乐投资投资人缴

款的银行凭证，佑乐投资进行公司增资的出资是其所有的自有资金，

来源合法、真实，不存在吸取公众资金的情况。 

2、根据丰榕投资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佑乐投资的验资

报告，佑乐投资进行公司增资的出资是其所有的自有资金，来源合法、

真实，不存在借用或接受他人委托的资金出资，不存在吸取公众资金

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佑乐投资及丰榕投资进行公司增资的出资

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吸取公众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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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

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页是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盖章、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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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是《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腾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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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张  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  宇                 张司祺 

                                       

 二○一七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