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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常德市万路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常德市万路达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路达物流”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出具了《关

于常德市万路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本所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关于常德市万路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司本次挂

牌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针对《反馈意见》需要律师说明的有关问题出具《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德市万路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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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及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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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同意公司在其出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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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公司已保证向本所经办律师提供了

本所发表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4、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公司提供的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

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以某项事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认定该事项是

否合法、有效，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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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审计师、评估师、公司股东、



公司或其他单位出具的文件及本所经办律师的核查发表法律意见。 

5、本所及经办律师仅就与公司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

有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

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及经办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

一起使用，如《法律意见书》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7、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一、公司特殊问题 

问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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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意见： 

根据公司说明及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1、2016 年度，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金额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拆入金额 2016 年偿还金额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赵红清 16,290,389.71 1,046,000.00 2,495,990.00 14,840,399.71 

明楚君 178,000.00 263,000.00 340,000.00 101,000.00 

合计 16,468,389.71 1,309,000.00 2,835,990.00 14,941,399.71 

2、2017 年度，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金额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拆入金额 2017 年偿还金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赵红清 14,840,399.71 4,917,793.40 19,758,193.11 - 

明楚君 101,000.00 7,000.00 108,000.00 - 

合计 14,941,399.71 4,924,793.40 19,866,193.11 - 

报告期内，赵红清、明楚君与公司资金往来主要系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在

公司需要资金周转时，为公司垫付的资金，上述资金拆借行为均未对利息进行约

定，未收取资金占用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全部偿还对赵红清和

明楚君的拆借资金。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18 年 1-2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总监的书面确认，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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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赵红清出具了《常德市万路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占用公司资金的声明》，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企业不存在占用股份公司资金的情形。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万路达物流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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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符合相关的挂牌条件。 

问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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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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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意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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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ww.court.gov.cn/zgcpwsw/）、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证券期货市场

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等网站，以

及国家及公司所在地地方各级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工商、安监、

住建等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并经核查相关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报告》



及《个人信用报告》、自然人无犯罪记录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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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本所律师已按《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

管问答》的要求进行核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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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常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常德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地方税务局、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德山分局、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报告期内公

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以及本所律师在相关主管部门网站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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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合法规范经营，符合挂牌条件。 

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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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意见：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万路达物流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拟于本次挂牌后适用

的《公司章程》，本所律师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

条款》的规定，逐条核查《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如下： 

1、《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

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

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

二条的要求。 

2、《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记名股票的形式。” 

《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份总数为 3070.5936 万股，全部为普

通股。公司发行的股份，于公司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股票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存管。” 

《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证建立股

东名册，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

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

义务。” 

上述规定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三条

的要求。 

3、《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

十五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分别规定了股东享

有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表决权及其具体安排，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四条的要求。 

4、《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了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

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

程必备条款》第五条的要求。 

5、《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负有诚信

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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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

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的利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及章程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符合《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六条的要求。 

6、《公司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了须经股东大会普通决议通过的事项，第七

十八条规定了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明确



列举了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大担保行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

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七条的要求。 

7、《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

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况，

进行讨论、评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第八条的要求。 

8、《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其中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临时报告包括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董

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九条的要求。 

9、《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公司董事会为公司信息披露的负责机

构，董事会秘书为公司信息披露的负责人，负责信息披露义务。董事会秘书不能

履行职责时，由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董事代行信息披露职责。董事会及经

理人员对董事会秘书的工作予以积极支持。任何机构及个人不得干预董事会秘书

的正常工作。”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

条的要求。 

10、《公司章程》第九章第一节“财务会计制度”中详细规定了公司的利润

分配制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一条

的要求。 

11、《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二节规定“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了公司关于投

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

程必备条款》第十二条的要求。 

12、《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公司股份采

用公开方式转让的，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司股份采用非公开方

式转让的，股东应当自股份转让后及时告知公司，同时在登记存管机构办理登记

过户。”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三条的

要求。 



13、《公司章程》第二百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涉及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先行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

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第十四条的要求。 

14、《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了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可以实

行累积投票制。第四十一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董事回避制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

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第十五条的要求。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万路达物流现有公司章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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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问题 7: 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存在实物出资。请公司补充披露实物出资的具

体内容，资产权属情况，与公司业务相关性情况以及资产权属转移及实际使用情

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是否真实、充足发表意见。 

回复意见： 

1、2001 年 11 月，常德市万路达运输有限公司、赵红清、熊成伟就共同出

资成立湖南省常德市万路达特种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湖南省

常德市万路达特种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分别由赵红

清出资 30 万元，熊成伟出资 10 万元，常德市万路达运输有限公司出资 10 万元。 

赵红清、熊成伟拟以其所有的货运汽车对拟成立的湖南省常德市万路达特种

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进行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实物名称 数量（辆） 评估值（元） 

赵红清 拦板大货车 3 385,761.86 
熊成伟 拦板大货车 1 136,308.150 

2001 年 11 月 15 日，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里会（2001）

评字第 82 号《评估报告》，对上述货运汽车进行资产评估，载明，以 2001 年 11

月 15 日为基准日，委托评估资产价值 522,070.01 元。 



2001 年 11 月 25 日，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里会（2001）

验字第 113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已收到股东的投资总额合计人民币

622,070.01 元，其中注册资本 50 万元，资本公积 122,070.01 元；其中赵红清以

价值 385,761.86 元的车辆出资，熊成伟以价值 136,308.150 元的车辆出资，常德

市万路达运输有限公司以 100,000 元现金出资。 

2002 年 1 月 4 日，湖南省常德市万路达特种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取得常德市

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700110118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里会（2001）验字第 113 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01 年 11 月 23 日，实物出资的股东尚未与公司办理产权过户手

续，但投资股东已承诺按照有关规定在公司成立后 6 个月内办妥产权过户手续，

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根据公司及公司股东赵

红清的书面确认，上述实物出资车辆均以按规定办理完毕产权过户手续，转移后

相关车辆所有权归属于万路达物流，不存在产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向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企业等行业客户，提供

道路危险货物、普通货物运输为主的第三方物流服务。赵红清、熊成伟以其所有

的货运汽车出资，与公司的业务具有关联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的实物出资已经履行了评估、验

资程序，价格公允，股东出资真实、充足。 

问题 8: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具体情

况，就以下事项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权属是否完

整、用途是否合规，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是否满足环保、消防、安全等监管要求，

日常生产经营是否合法合规；（2）公司从事危险品运输工具、设施、人员是否依

法取得相关证照、资质，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意见： 

（一）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权属是否完整、用途是否合规，公司生产经营场所

是否满足环保、消防、安全等监管要求，日常生产经营是否合法合规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

号 
使用权人 权证编号 坐落 用途 终止日期 面积（㎡） 

是否 

抵押 

1 万路达有限 常（德）国用

（2013）第1号 

常德经开区

长安路以北、

四号路以西 
仓储 2062.12.7 26738.44 是 

根据公司提供的土地出让合同以及挂牌成交确认书，2009 年 8 月 28 日，万

路达有限与湖南常德德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德山经开委”）签署

《万路达危险品仓储物流项目协议书》，约定由德山经开委将其所有的“海德路以

东、桃林东路以北，规划用地面积 50 亩，首期提供 30 亩，具体面积按项目实际

需要并根据项目初步设计审定确定”的土地转让给万路达有限建设乙类危险品仓

储物流项目，并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 

2011 年 4 月 11 日，万路达有限与德山经开委签署《万路达危险品仓储物流

项目补充协议书》，约定规划用地面积由 50 亩调整成 40 亩，一次性提供，项目

建设一期完成。 

2011 年 6 月 27 日，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具德管项[2011]23 号《关于核准

常德市万路达物流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的批复》，同意公司新建万路达物流项目，

核准项目建设地点拟在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路以北、四号路以西。主要建设

内容为道路危险品货物运输、普通货物运输、物流信息咨询、货物配送、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公司车辆维修等。占地面积约为 40 亩。 

201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取得常（德）国土资挂字（2011）第 19 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挂牌地块面积为 26738.44 ㎡，成交总地

价为 674 万元。万路达有限与常德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同意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 

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土地使用权为公司单独所有，权

属清晰完整，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拥有的房产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权证编号 坐落 用途 

取得

方式 

面积

（㎡） 

是否 

抵押 



序

号 
权利人 权证编号 坐落 用途 

取得

方式 

面积

（㎡） 

是否 

抵押 

1 
万路达

物流 

常房权证监证字

第 0378842 号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安路以北、四号路

以西 

工业 自建 1923.25 是 

2 
万路达

物流 

常房权证监证字

第 0378843 号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安路以北、四号路

以西 

办公 自建 3907.26 是 

3 
万路达

物流 

常房权证监证字

第 0378844 号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安路以北、四号路

以西 

仓储 自建 2117 是 

4 
万路达

物流 

常房权证监证字

第 0378845 号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安路以北、四号路

以西 

仓储 自建 2117 是 

5 
万路达

物流 

常房权证监证字

第 0378846 号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安路以北、四号路

以西 

仓储 自建 1061.73 是 

6 
万路达

物流 

常房权证监证字

第 0378848 号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安路以北、四号路

以西 

工业 自建 3741.25 是 

根据公司提供的房屋产权证书、公司的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房产

均为公司单独所有，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公司的

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经营场所严格按照土地证、房屋所有权证载明

的用途使用。 

3、公司生产经营场所的环保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1 年 6 月 22 日，常德市环境保

护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德环建字（2011）009 号审批意见：“常德市

万路达物流项目拟选址德山经济开发区长安路以北、4 号路以西，项目总用地面

积 40 亩，总投资 4000 万元。工程建设内容主要为仓库及办公楼、商务中心、停

车场、车辆维修车间，项目以大宗货物物流业务为主，该项目符合开发区规划以

及国家产业政策，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我局认为该项目建设可行，同意该项目

建设。”2014 年 5 月 12 日，常德市环境保护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同

意验收”的审查意见； 



4、公司生产经营场所的消防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经营场所配备了充足的应急救

援物资，如 4KG 干粉灭火器、25KG 手推式灭火器、消防面具、消防服等符合

消防条例及公安消防机关颁布的有关消防法规规定的相关消防设备；公司制定了

《危险源管理制度》、《应急救援管理制度》、《应急救援装备管理制度》以及

《消防联合应急演练方案》等消防管理制度。2014 年 7 月 24 日，常德经济开发

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竣工验收备案，检查合格”的审查意见。 

5、公司生产经营场所的安全情况 

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制订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

度》、《停车场安全管理制度》、《危化品专用车辆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 

2018 年 1 月 10 日，常德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证

明常德市万路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也未受到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及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德山分局、常德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等主管部

门出具的合法合规证明，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主管部门行政

处罚的情形，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权属完整、用途合规，公司生产经

营场所满足环保、消防、安全等监管要求，日常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二）公司从事危险品运输工具、设施、人员是否依法取得相关证照、资质，

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合法合规 

1、根据万路达物流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万路达物流主要向化工企业、

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企业等行业客户，提供道路危险货物、普通货物运输为主的



第三方物流服务。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路达物流拥有的经营许可及相关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有效期至 

1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湘交运营许可常字

430701000109 号 
常德市道路运输

管理处 
2021.10.29 

2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等级证明》 
2017-01-00431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运输部 
2020.08.12 

3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0070017Q10820R0M 
中鉴认证有限责

任公司 
2018.09.14 

2、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从事危险品运输的车辆信息

具体如下： 

序号 车牌号 车辆类型 品牌型号 使用性质 道路运输证号 登记日期 

1 湘 J09470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021  2014.05.20 

2 湘 J09471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019  2014.05.20 

3 湘 JA0355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28  2014.11.05 

4 湘 JA0356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33  2014.11.05 

5 湘 JA2287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1418  2015.11.12 

6 湘 J2177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楚飞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902  2014.01.10 

7 湘 JA5937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未营运 2017.07.05 

8 湘 JA6022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未营运 2017.07.05 

9 湘 JA6010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5437  2017.07.05 

10 湘 JA6056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未营运 2017.07.05 

11 湘 JA6035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未营运 2017.07.05 

12 湘 JA3612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未营运 2017.07.05 

13 湘 JA5932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5438  2017.07.05 

14 湘 JA6028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未营运 2017.07.05 

15 湘 J3217 挂 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通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5441  2017.09.07 

16 湘 J7036 挂 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通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5440  2017.09.07 

17 湘 J7267 挂 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通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5439  2017.09.07 

18 湘 J09396 中型罐式货车 大力牌 危化品运输 未营运  2014.05.07 

19 湘 J9660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宏图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5460 2017.12.07 

20 湘 J8969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宏图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0109 2017.12.07 

21 湘 JA1162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88  2015.04.20 

22 湘 JA1163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89  2015.04.20 

23 湘 JA1166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86  2015.04.20 

24 湘 JA1168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93  2015.04.20 



序号 车牌号 车辆类型 品牌型号 使用性质 道路运输证号 登记日期 

25 湘 JA1170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90  2015.04.20 

26 湘 JA1171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91  2015.04.20 

27 湘 JA1172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87  2015.04.20 

28 湘 JA1177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77  2015.04.20 

29 湘 JA1180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0446  2015.04.20 

30 湘 JA1181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0451  2015.04.20 

31 湘 JA1182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74  2015.04.20 

32 湘 JA1185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175  2015.04.20 

33 湘 JA2867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427  2016.01.15 

34 湘 J07361 重型半挂牵引车 日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878  2013.12.25 

35 湘 JA0306 重型厢式货车 东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24  2014.11.04 

36 湘 JA0310 重型厢式货车 东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25  2014.11.04 

37 湘 JA0316 重型厢式货车 东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29  2014.11.04 

39 湘 JA0332 重型厢式货车 东风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27  2014.11.04 

40 湘 J1205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中集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3306  2010.03.26 

41 湘 J1215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中集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3308  2010.12.10 

42 湘 J1711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中集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100  2012.03.01 

43 湘 J1976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宏图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714  2013.05.20 

44 湘 J2096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特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839  2013.10.16 

45 湘 J2215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瑞江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946  2014.03.18 

46 湘 J2171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瑞江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947  2014.03.18 

47 湘 J2261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宏图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4998  2014.04.22 

48 湘 J2311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018  2014.05.22 

49 湘 J2333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020  2014.05.22 

50 湘 J2532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40  2014.11.10 

51 湘 J2470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42  2014.11.10 

52 湘 J2548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37  2014.11.10 

53 湘 J2566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56  2014.11.13 

54 湘 J2567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53  2014.11.13 

55 湘 J2907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瑞江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0200276  2015.06.24 

56 湘 J3893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瑞江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1412  2016.02.02 

57 湘 J3676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瑞江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1413  2016.02.02 

58 湘 J3980 挂 重型罐式半挂车 瑞江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201412  2016.02.02 

59 湘 J2565 挂 重型厢式半挂车 开乐牌 危化品运输 430701005157  2014.11.13 

根据公司提供的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及车辆保险单据，上述危化品运

输车辆均已按规定取得的《道路运输证》，且其使用性质均载明为危化品运输，

公司已为上述所有运营的货车及牵引车投保了商业险、车辆交强险、道路危险货



物承运人责任险。 

3、根据公司说明及提供的驾驶员名单及劳动合同、资质证书，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专职驾押人员合计【65】名，均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机动车驾驶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

等资质，可从事危险品押运。 

4、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各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司业务开

展均已取得相应的资质，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经

营业务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事危险品运输工具、设施、人员已依法取得相

关证照资质，公司业务开展合法合规。 

问题 9: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客户、供应商是否

存在上市公司、挂牌公司，如有，相关信息披露是否一致。 

回复意见： 

1、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2017 年 2016 年 

1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常德市鼎城区东帆物流有限公司 常德明友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3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鼎城区东帆物流有限公司 

4 常德明友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宁乡吉唯信金属粉体有限公司 

5 湖南宁乡吉唯信金属粉体有限公司 常德市博强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2、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2017 年 2016 年 

1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2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常德

石油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销售常德分公司 

3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常德石

油分公司 



4 山东中油胜利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5 湖南丰国贸易有限公司 常德市武陵区河伏公路加油站 

3、根据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网站查询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经查询，公

司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供应商中，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731），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549）。本所律师查阅了上述相关上市公司的披露

的公开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暂未查询到与公司披露相关信息不

一致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客

户、供应商存在上市公司，未发现公司披露信息与其披露信息不一致的情形。 

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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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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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法律意见书》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披

露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

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