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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行特殊说明，本《法律意见书》内的下列词语，具有下

述涵义： 

盈科、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股份公司、公司、

正宜股份、本公司 指 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法律服务 

协议》 指 

《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专项法律服务协

议》 

《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出具的《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营正宜

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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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宜有限 指 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前身 

云嘉贸易，子公司 指 东营市云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美宜佳涂料 指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美宜佳工程 指 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赵衍峰 

发起人 指 

股份公司于 2016年 11月 17日发起设立时的公司股东，包

括 1名公司法人股东和 4名自然人股东 

中喜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办券商、财富证

券 指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报告》 指 中喜审字[2018]第 0486 号《审计报告》 

报告期、近两年 指 2016年、2017 年 

三会 指 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份公司制定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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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工商局 指 东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暂行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挂牌指引》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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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转让说明

书》 指 《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本次申请挂牌 指 

股份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将

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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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

务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股份公司的委托担任

其本次申请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暂行办法》和《业务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本次申请挂牌出具

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已

经存在的事实以及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股份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挂牌的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股份公司本次申请挂牌

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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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股份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及

其摘要中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转让系统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股份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上述内容

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有权对股份公司本次申请挂

牌《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摘要的相关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股份公司的保证：即公司已向

本所律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

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股份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

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股份公司为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在对股份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挂牌的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就股份公司本

次申请挂牌的条件和行为发表如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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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申请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股份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召开第一届第九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

事宜的议案》和《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等议案，同意股

份公司向转让系统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在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

让有关手续。 

（二）股份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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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时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

等议案，同意股份公司向转让系统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在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

转让有关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内部批

准和授权；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

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本次申请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股份公司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股份公司的

工商登材料，股份公司系由正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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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并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获得东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52366443782XF。 

（二）股份公司系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1.经核查股份公司目前持有的东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股份公司住所为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

人为赵衍峰，注册资本为 32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纸塑

复合袋、编织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三合一布；进

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经营（不含出版物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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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目

前已通过 2017 年度工商年检。 

2.经核查股份公司的三会文件、《公司章程》等相关资料，股

份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

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

关闭等《公司法》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需要终止的情形。 

3.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取得齐鲁股

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核发的鲁股中心通知书[2016]第 3-1 号

《简式备案通知书》，同意股份公司在该中心备案。股份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取得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核发的《关于核

准同意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挂牌交易的函》。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具备申请股票挂牌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予以终止的情形。 

三、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公司是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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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份公司目前持有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份公司的

前身正宜有限成立于 2006年 2月 16日，2016年 11月 30日根据《公

司法》的规定由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已经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

（一）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

合《业务规则》第 2.1 第（二）项的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主

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主营业

务收入为 48,296,437.75元，占营业收入的 99.26%；公司 2017年主

营业务收入为 52,375,307.10 元，占营业收入的 99.22%，主营业务

收入占绝对优势，公司经营业务明确。 

2．根据《公司章程》的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已通

过历年的工商年检，股份公司近二年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定或《公

司章程》规定须终止经营的情形。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

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相关机

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根据工商、税务等政府有关部门出具

的合法经营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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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机

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

规定。 

（四）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工商档案、股东访谈及本所律师核查，正

宜股份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规

则》第 2.1 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已经与主办券商财富证券签订了

《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约定由主办券商财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作为本次申请挂牌的推荐和持续督导机构，符合《业务规

则》第 2.1 条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具备《业务规则》规定的

关于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条件。 

四、股份公司的设立 

股份公司是由正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本所

律师核查，正宜有限的设立、变更及股份公司的设立、变更情况如

下： 

（一）股份公司前身正宜有限的设立及变更 

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经东营美宜佳广告策划有限公司变更而

来。 

1.东营美宜佳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的设立 

东营美宜佳广告策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16 日，注册

号为 370523228011602，法定代表人为陈键，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

住所为广饶县府前大街 18 号，经营范围：国内广告代理、设计、发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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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布；企业形象（CIS）策划、品牌策划、礼仪庆典、媒体代理、画册

设计、标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管理咨询；企业注册登记代

理、咨询。 

东营美宜佳广告策划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陈键以货币出资 8

万元；汪西禄以货币出资 2万元。 

东营美宜佳广告策划有限公司成立时股东陈键、汪西禄的出资

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东营分所审验，并出具鲁汇会

东验字（2006）第 015 号《验资报告》，确认正宜有限收到陈键、

汪西禄以货币出资 10 万元。正宜有限成立时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

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键 8.00 80.00 

2 汪西禄 2.00 20.00 

合计 10.00 100.00 

2.有限公司第一次变更经营范围 

（1）2009年 1月 7日，经股东会决议，东营美宜佳广告策划有

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国内广告代理、设计、发布；企业形象

（CIS）策划、品牌策划、礼仪庆典、媒体代理、画册设计、标志设

计、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管理咨询；加工销售：纸塑复合袋、编织

袋、包装袋；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次变更于 2009 年 1 月 7 日获得广饶县工商局核准。 

3.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第二次变

更经营范围、第一次变更企业名称、第一次变更住所 

2012 年 6 月 3 日，经股东会决议，陈键将持有的 8 万元股权转

让给崔维敏，汪西禄将持有的 2 万元股权转让给聂义云；聂义云、

崔维敏、赵衍峰、张雪辉向正宜有限增资 970 万元，新股东会由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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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云、崔维敏、赵衍峰、张雪辉组成；公司名称变更为：东营正宜

包装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变更为广饶县经济开发区；经营范围变更

为:加工销售：纸塑复合袋、编织袋、包装袋；纸张销售；国内广告

代理、设计、发布；企业形象（CIS）策划、品牌策划、礼仪庆典、

媒体代理、画册设计、标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管理咨询。

（以上各项须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选举聂义云为法

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980万元； 

本次增资经山东天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鲁天成验

字[2012]84 号《验资报告》，确认正宜有限收到聂义云、崔维敏、

赵衍峰、张雪辉以货币增资 970 万元。 

本次变更后正宜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崔维敏 308.00 31.43 

2 聂义云 302.00 30.82 

3 赵衍峰 300.00 30.61 

4 张雪辉 70.00 7.14 

合计 980.00 100.00 

本次变更于 2012 年 6 月 4 日获得广饶县工商局核准。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人崔维敏、聂义云均系为陈键代持。本次

增资中崔维敏、张雪辉、聂义云认缴的增资均系为陈键代持。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键 680.00 69.39 

2 赵衍峰 300.00 30.61 

合计 980.00 100.00 

4.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第三次变更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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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7 日，经股东会决议，聂义云将持有的 302 万元股

权转让给赵衍峰。 

本次变更后正宜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衍峰 602.00 61.43 

2 崔维敏 308.00 31.43 

3 张雪辉 70.00 7.14 

合计 98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陈键与聂义云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解除。 

本次股权转让，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衍峰 602.00 61.43 

2 陈键 378.00 38.57 

合计 980.00 100.00 

2014 年 2 月 7 日，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衍

峰；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加工销售：纸塑复合袋、编织袋、包装

袋；编织丝、编织布、三合一布销售；塑料颗粒销售；橡胶及橡胶

制品销售；纸张销售；国内广告代理、设计、发布；企业形象

（CIS）策划、品牌策划、礼仪庆典、媒体代理、画册设计、标志设

计、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管理咨询。 

本次变更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获得广饶县工商局核准。 

5.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4年 4月 17日，经股东会决议，崔维敏将持有的 308万股权

依法转让给赵衍峰；张雪辉将持有的 70 万股权转让给刘欣；赵衍

峰、刘欣、张磊向正宜有限增资 2020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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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正宜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衍峰 2400.00 80.00 

2 刘欣 300.00 10.00 

3 张磊 300.00 10.00 

合计 3000.00 100.00 

本次变更于 2014 年 5 月 4 日获得广饶县工商局核准。 

崔维敏、张雪辉的股权转让系陈键的授意，本次股权转让后陈

键与崔维敏、张雪辉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解除，至此，公司股权不再

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6.有限公司第四次变更经营范围 

2015 年 4 月 8 日，经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加工

销售：纸塑复合袋、编织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三

合一布、塑料颗粒、橡胶及橡胶制品、纸张；国内广告代理、设

计、发布；企业形象（CIS）策划、品牌策划、礼仪庆典、媒体代

理、画册设计、标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管理咨询；化工产

品、纸、钢材、木材、铝合金、玻璃、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销售。 

本次变更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获得广饶县工商局核准。 

7.有限公司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变更为 3200 万

元，陈键以位于广饶县中心商务区银座购物广场商务楼 11（1-17、

20-24）号房产所有权出资，根据东营华东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

《房地产交易价值评估报告》，上述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8,471,970

元，股东确认上述房产的价值为 8,469,152 元，出资比例为

4.255%；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以位于广饶经济开发区綦公路以

南，团结路以西，土地证编号为广国用（2013）第 389 号的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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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出资，根据东营华东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房地产交易价

值评估报告》，上述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3,971,900 元，股东确

认价值为 3,970,848 元，出资比例为 1.995%。 

本次变更后正宜有限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衍峰 2400.00 75.000 

2 刘欣 300.00 9.375 

3 张磊 300.00 9.375 

4 陈键 136.16 4.255 

5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63.84 1.995 

合计 3200.00 100.00 

本次变更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获得广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准。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变更 

股份公司设立的方式、资格、条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1.关于股份公司设立的方式 

股份公司是由赵衍峰、刘欣、张磊、陈键和山东美宜佳涂料有

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由正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股份公

司设立方式的相关规定。 

2.关于股份公司设立的条件 

经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份公司具备《公司法》第 77 条规定的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条件，包括： 

（1）股份公司发起人为 5 名，且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符合设

立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人数及住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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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3,200 万元，股本超过 500

万元，符合对公司申请挂牌股本的条件； 

（3）股份公司的发起及筹办符合法律规定； 

（4）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共同制定了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该

《公司章程》内容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5）股份公司名称为“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建

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具备的组织机

构； 

（6）股份公司住所位于广饶县经济开发区，具有法定住所。 

3.关于股份公司设立的程序 

（1）2016 年 11 月 1 日，正宜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将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2）2016 年 11 月 10 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喜审字

（2016）第 1655 号《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正宜有限

在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32,862,952.47元。 

（3）2016年 11月 12日，东营金源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金源评

报字（2016）第 30053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有限公司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 3,320.26 万元。经核查，东营金源

资产评估事务所不具有证券业务资格。2018年 1月 25日，公司聘请

的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华信众合评报字[2017]第

B1152号《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追溯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有限公司经评估

确认的净资产为 3,796.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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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 年 11 月 1 日，股份公司全体发起人签订了《东营正

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同意采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

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股份公司，股本总额为 3200 万股。 

（5）2016 年 11 月 4 日，东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东）名

称变核私字[2016]第 000513 号《公司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

核准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该通知书有效期至 2017 年 5 月 3日。 

（6）2016 年 11 月 21 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喜验字

[2016]第 0450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股份公司发起人已经

全部按照《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的约定认购

了股份公司的股份，且认购款项已经缴足。 

（7）2016年 11月 17日，股份公司全体发起人召开股份公司创

立大会。 

（8）2016年 11月 30日，东营市工商局向股份公司核发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52366443782XF），

股份公司的名称为“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4．股份公司设立后的历次变更 

（1）股份公司第一次变更经营范围 

2017 年 3 月 1 日，经股东大会决议，经营范围变更为：加工销

售：纸塑复合袋、编织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三合

一布、塑料颗粒、橡胶及橡胶制品、纸张；国内广告代理、设计、

发布；企业形象（CIS）策划、品牌策划、礼仪庆典、媒体代理、画

册设计、标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管理咨询；化工产品、

纸、钢材、木材、铝合金、玻璃、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销售；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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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本次变更于 2017 年 03 月 10日获得东营市工商局核准。 

（2）股份公司第二次变更经营范围 

2017年 3月 23日，经股东大会决议，经营范围变更为：加工销

售：纸塑复合袋、编织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三合

一布、塑料颗粒、橡胶及橡胶制品、纸张；国内广告代理、设计、

发布；企业形象（CIS）策划、品牌策划、礼仪庆典、媒体代理、画

册设计、标志设计、产品包装设计、营销管理咨询；化工产品、

纸、钢材、木材、铝合金、玻璃、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销售；进出

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经营（不含出版物印刷）。 

本次变更于 2017 年 03 月 24日获得东营市工商局核准。 

（3）股份公司第三次变更经营范围 

2017年 12月 1日，经股东大会决议，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为：加

工销售：纸塑复合袋、编织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

三合一布；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经营（不含出版物印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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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变更于 2017 年 12 月 15日获得东营市工商局核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设立为有效设立

及合法存续；正宜有限的变更均已履行相应程序，并办理了相应的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均合法、有效。 

（三）股份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所签订的有关改制的相关协议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因此引致股份公司设

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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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的有关改制相关协议

为 5 名发起人已共同签订的《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

议书》，该协议书约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变更方式发起设立股

份公司，并规定了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设立费用、公司章

程、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不可抗力、协议的修改及争

议解决等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书》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因此引致

股份公司设立行为存在纠纷，亦不存在与此相关的潜在纠纷。除了

上述发起人协议书外，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未签订其它改制重组合

同。 

（四）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履行了必要的审计及验资等程序，

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1.在正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过程中,正宜有限已聘请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正宜有限的财务

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对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就前

述审计和验资事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中喜审字[2016]

第 1655号《审计报告》和中喜验字[2016]第 0450号《验资报告》。 

2．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已经履行了审计和验

资等必要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股份公司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股份公司筹备组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向各发起人发出了召开

股份公司创立大会的通知。2016 年 11 月 17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

大会，全体发起人均出席了会议，代表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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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逐项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筹办

情况的报告》、《关于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

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关于公司经营期

限变更的议案》、《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选举东

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选举

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审

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东营正宜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股权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登记托管和挂牌交

易的议案》、《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齐鲁股权交易中

心挂牌交易中聘请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登记托管和挂牌交易的议案》

等与股份公司设立相关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以正宜有限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股份公司发起人签订了相关《发起人协议书》，该协议合法、

有效。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依照《公司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及内容召

开了股份公司创立大会。股份公司设立过程进行了必要的审计、验

资，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取得了营业执照，股份公司的设立合

法、有效。 

五、股份公司的独立性 

（一）股份公司目前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 

公司内部设有财务部、技质部、销售部、生产部、仓管部、企

管部、采购部等部门，形成一套完整的经营体系，包括采购体系、

生产体系、质管体系、销售体系，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

销售不依赖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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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体系。经核查，公司独立获取业务收入和利润，不存在依赖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进行生产经营的情形，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关

系，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重大或者频繁的关联交易，具有面向

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公司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均出具书面承诺不

从事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保证公司的业务独立于股东和关

联方。 

（二）股份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1.股份公司系由正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资

产系从原有限公司承继而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喜验字

[2016]第 0450 号《验资报告》之内容，股份公司由有限公司变更设

立的过程中，已将可折股净资产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因此，目

前股份公司具备独立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生产系统。同时，

股份公司合法拥有与经营有关的土地厂房、车辆及机器设备，并办

理了相关的权属证明。 

2.经本所律师核查，目前股份公司的资产未被其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亦未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经本所律

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由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股份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股份公司的人员独立 

1.根据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份公司董事会共计有名 5

董事；监事会共计 3 名监事，其中 1 名为职工代表监事。 

2.根据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股份公司目前聘用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2名，财务总监 1 名，董事会秘书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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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

况如下： 

姓名 股份公司职务 在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赵衍峰 董事长 
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经理、法定

代表人 

曲艳飞 董事、总经理 无 

刘  欣 董事、财务总监 无 

张  磊 董事、副总经理 无 

张传波 董事 无 

王骞骞 监事会主席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销售 

宋国涛 职工监事 

东营国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法定代表人；东营市云嘉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山东恒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监

事；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监事  

何维明 监事 

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东营瑞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监

事、东营市云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

事、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刘兆芳 副总经理 无 

陈传刚 董事会秘书 无 

4.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

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产生，

不存在控股股东、其他单位或个人超越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

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形。 

5.股份公司与公司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分别签署了相

应的劳动合同。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均在公司领取薪酬。 

6.经本所律师核查及股份公司的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已经与其他在册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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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7.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股份公司的财务人员也未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四）股份公司的机构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选举产生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一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股份公司章程》，并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股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股份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了股份公司总经理和

财务总监。上述《股份公司章程》及各项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各自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

织健全，经营管理机构由总经理负责，下设财务部、技质部、销售

部、生产部、仓管部、企管部、采购部 7 个部门。 

3.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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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上述组织机构和经营场所均与

控股股东或其他单位分开，生产经营独立，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

办公的情况。股份公司的机构设置不受控股股东和其他任何单位或

个人的干预，与控股股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

存在控股股东、其他单位或个人干预股份公司经营活动的情况。 

（五）股份公司的财务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

专职的财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

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2.股份公司单独开立银行账户（开户行：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 9050105301542050000478），不存在与控

股股东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也未将资金存入控股股东的账户中。 

3.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在山东省广饶县国家税务局和广

饶县地方税务局进行税务登记并独立按税法规定纳税，税务登记号

为税字 210311587309081 号。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公司的纳税申报

表及纳税凭证，股份公司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4.股份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控股股东干预公司

资金使用的情况。 

5.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具备独

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

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股份公司未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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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份公司业务独立 

1.经东营市工商局核准，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

纸塑复合袋、编织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三合一

布；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经营（不含出版物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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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股份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与《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所记载的经营范围相符。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股份公司的业务皆为自主实施，独立于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2.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

查，股份公司有独立自主的经营能力，不存在需要依靠控股股东或

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才能经营获利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存在同业竞争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七）股份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股份公司拥有独立的业务体系，资产完整、权属明确，在机

构、人员、财务和资产等方面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具

有完整独立的采购和销售系统，最近二年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

并且业绩逐年增长。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具备独立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六、股份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 

（一）股份公司的股东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出

资资格。经核查股份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股份公司股东共 5名，全部为发起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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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赵衍峰 24,000,000 75.000 净资产 

2 张磊 3,000,000 9.375 净资产 

3 刘欣 3,000,000 9.375 净资产 

4 陈键 1,361,600 4.255 净资产 

5 
山东美宜佳涂

料有限公司 
638,400 1.995 净资产 

合 计 32,000,000 100.000 - 

本所律师对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赵衍峰等 5 名股东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股东山东美宜佳涂料有

限公司为注册在中国的有限公司，赵衍峰等 4 名股东为中国籍公

民，符合设立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人数及住所的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对所有股东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一名股东为注册在

中国的有限公司，四名自然人名股东为中国籍公民，具备担任股份

公司股东的相关资格。 

本所律师核查了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身

份证明、历次增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经核查，

股份公司不存在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或股东数量超过二百人

的情形；股份公司现有股东具备担任公司股东的资格，且均授权代

表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此外，根据股份公司股东出具

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其与股份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或与股东以

外的第三方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的情况，也不存在其他

可能引起股份公司股权发生变更的协议或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陈键持有美宜佳涂料 68%股权且担任美宜佳

涂料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以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无亲

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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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在股份公司设立时

均以各自所持有的正宜有限的净资产作为出资，产权关系清晰，不

存在权属纠纷。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不存在将其全资附

属企业或其它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价入股的情况，也不存在以

在其它企业中的权益折价入股的情况。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起人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已全

部转移给股份公司，不存在权属纠纷。 

（六）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赵衍峰，共计持有股份公司股份

2400万股，占股份公司股本总额的 75%。 

（七）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赵衍峰。 

七、股份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股份公司的股本结构及其变动 

1.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本 

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本为 3200 万股，股东的股东名称、持股数

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赵衍峰 24,000,000 75.000 

2 张磊 3,000,000 9.375 

3 刘欣 3,000,000 9.375 

4 陈键 1,361,600 4.255 

5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

限公司 
638,400 1.995 

合 计 32,0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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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本无变动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设立及设立后的变更均履行了法定

程序，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股份公司目前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

不存在纠纷和风险。 

（二）根据对股份公司各股东进行访谈及本所律师的核查，陈

键以其持有的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136.16 万股为

jkjk20018011601的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出借方为东营市吉康商

贸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7400 万元，借款用途为用于生产经营。山

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以其持有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63.84

万股为该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期限至 2021 年 1 月 16

日，上述质押手续已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办理完毕。 

八、股份公司的业务 

（一）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纸塑复合袋、编织

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三合一布；进出口业务；包

装装潢印刷品经营（不含出版物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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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已经取得开展所经营业务所必需的

授权、批准和登记，有权在其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和

经营活动，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股份公司的主要资质如下： 

序号 主体 证书名称 获得日期 有效期限 

1 正宜股份 印刷经营许可证 2018 年 3月 18日 2021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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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体 证书名称 获得日期 有效期限 

2 正宜股份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

书 
2017 年 3月 16日 - 

3 正宜股份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表 
2017 年 3月 15日 - 

4 正宜股份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

企业备案表 
2017 年 7月 24日 - 

（三）股份公司的业务明确 

根据《审计报告》、股份公司提供的材料及出具的书面说明，

公司 2016 年主要营业务收入为 48,296,437.75 元，占营业收入的

99.26%；公司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52，375，307.10 元，占营业

收入的 99.23%。主营业务收入占绝对优势，公司经营业务明确。

（依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四）股份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为长期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股份公司最近

两年内持续经营，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依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取得了开展业务的相关资质，最近两年内主营

业务未发生变化，业务明确，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股份公司的关联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

其交易的披露》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关联方确

定“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目前的主

要关联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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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赵衍峰 2400.00 75.000 

2 刘欣 300.00 9.375 

3 张磊 300.00 9.375 

4 陈键 136.16 4.255 

陈键和其妻子崔丽梅合计持有美宜佳涂料 100%的股权，直接或

间接持有正宜股份 6.25%的股份. 

2.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赵衍峰，男，汉族，身份证号为 37052319650111XXXX。目前，

赵衍峰持有股份公司 75%的股权。本所律师认为赵衍峰为股份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经本所律师核查，赵衍峰作出承诺：在本次挂牌前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

的数量均为本次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

分别为本次挂牌之日、本次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本人承诺及时向

股份公司申报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如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等对上述

股份的流通问题有其他规定，本人承诺按规定执行。 

3.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股份公司的董事目前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共有五人，具

体情况如下： 

姓名 股份公司职务 在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赵衍峰 董事长 
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经理、法定

代表人 

曲艳飞 董事、总经理 无 

刘  欣 董事、财务总监 无 

张  磊 董事、副总经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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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波 董事 无 

（2）股份公司的监事目前股份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共有三人，具

体情况如下： 

姓名 股份公司职务 在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王骞骞 监事会主席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销售 

宋国涛 职工监事 

东营国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法定代表人；东营市云嘉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山东恒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监

事；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监事  

何维明 监事 

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东营瑞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监

事、东营市云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

事、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3）股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目前共有五人，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股份公司职务 在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曲艳飞 董事、总经理 无 

刘  欣 董事、财务总监 无 

张  磊 董事、副总经理 无 

刘兆芳 副总经理 无 

陈传刚 董事会秘书 无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董事刘欣与监事何维明是夫妻关系外，股

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正宜股份的其他关联方 

根据公司提供的关键自然人(包括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管)背景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股份公司除上

所述关联方外，其他关连方具体情况如下： 

（1）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26 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70523664437803W,住所为东营市广饶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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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陈键，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生

产、销售、施工：涂料、建筑外窗、防腐保温材料；装饰装修；门

窗安装；建筑节能墙体保温工程施工销售：各类建筑材料。（国家

限制和禁止的除外；涉及需经法律法规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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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股东陈键占有东营美

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1%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陈键密切

关系人崔丽梅持股比例为 59%并担任监事。 

（2）东营国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70523494459996J，住所为东营市广饶

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宋国涛，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经营

范围为建筑装饰领域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类产

品、化工产品、纸、钢材、木材、铝合金、玻璃、五金交电、金属

材料、橡胶制品销售。（以上各项不含易制毒、剧毒易燃易爆危险

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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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监事宋国涛占有东营

国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 90%股权，宋国涛为实际控制人并兼任执行

董事。 

(3)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社会统一

代码为 91370523MA3C5U5L6T，住所地为广饶县经济开发区创业大

厦，法定代表人为何维明，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销

售：地砖、陶瓷地砖、餐具、地板、防火材料、防水防潮材料、隔

热吸声材料、管件管材、混凝土及制品、家具、家纺、卫浴、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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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建材加工、建筑玻璃、五金交电、五金建材、金属建材、绝

缘材料、门窗墙体材料、木材板材、其他建材产品、施工材料、石

材石料、石灰、石膏、塑料建材、锁具、陶瓷加工机械、陶瓷搪瓷

制品、特种建材、天花板、涂料、文化石、竹木加工机械、砖、瓦

及砌块、装饰建材。（以上各项不含剧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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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陈传刚占

有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 90%股权并为实际控制人，股份公司监事何

维明占有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 10%股权并兼任执行董事，股份公司

监事宋国涛兼任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监事。 

（4）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26 日，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70523759180545T，住所为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

发区，法定代表人为陈键，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涂

料、门窗、防腐保温材料生产、销售、施工；装饰装修；销售：各

种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剧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纸、钢

材、木材、铝合金、玻璃、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橡胶制品销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陈键占有山

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股权 68%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陈键密切关系人崔丽梅持股比例为 32%并担任监事。 

5.股份公司的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具有一家全资子公

司：云嘉贸易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目前持有山东广饶县市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70523MA3C03WC3P,住所为广饶县经济开发区綦公路以南、团结路

以西，法定代表人为宋国涛，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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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的进出口业务。销售：涂料、门窗、防腐保温材料、各类建筑

材料、化工产品、纸、钢材、木材、铝合金、玻璃、五金交电、金

属材料、橡胶及橡胶制品、塑料颗粒、三合一布、包装纸、纸塑复

合袋、编织袋、编织丝、编织布、布。（以上各项不含剧毒易燃易

爆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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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云嘉贸易依法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云嘉贸易历次股权变更如

下： 

（1）云嘉贸易设立时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显名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

例（%） 

1 陈传刚 270.00 90.00 0.00 0.00 

2 孙宏超 30.00 10.00 0.00 0.00 

合 计 300.00 100.00 0.00 0.00 

（2）第一次变更 

2017年 2月 28日，经股东会决议，孙宏超将其持有云嘉贸易 30

股权转让给何维明。 

变更后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显名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

例（%） 

1 陈传刚 270.00 90.00 0.00 0.00 

2 何维明 30.00 10.00 0.00 0.00 

合 计 300.00 100.00 0.00 0.00 

（3）第二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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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6 日，经股东会决议，陈传刚将持有的云嘉贸易

270 万股权依法转让给正宜股份；何维明将持有的云嘉贸易 30 万股

权依法转让给正宜股份。 

变更后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正宜股份 300.00 0.00 100.00 货币 

合 计 300.00 0.00 100.00 - 

经本所律师核查，云嘉贸易原股东陈传刚、孙宏超、何维明为

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正宜股份控股股东赵衍峰，2017 年 9 月 26

日，赵衍峰与陈传刚、孙宏超、何维明解除股权代持，将全部股权

无偿转让给正宜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云嘉贸易财务部门独立、财务人员独立、会

计核算独立、财务决策独立，财务会计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

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云嘉贸易股权清晰，不存在

股权代持情形，财务机构设置及运营独立、规范且合法合规。 

6.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参股的其他企业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由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控制、参股的除股份公司以外的其他关联方共有 1 家，具体情况如

下： 

（1）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 

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成立于 1991 年 9 月 1 日，目前持有广

饶 县 工 商 局 核 发 的 《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 注 册 号 为

370523018069403，住所为广饶县孙武路、綦公路交汇处，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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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赵衍峰，注册资本为 93.8 万元，经营范围为柴油、汽油、润滑

油零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已经通过 2017 年度

工商年检，依法存续，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

终止的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的

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赵衍峰 10.8856.00 11.6 

宋晓凤 50.7580.00 54.1 

崔俊霞 13.0856.00 13.9 

朱华章 8.7064.00 9.3 

     高黎明 2.0000.00 2.1 

     孙春永 2.6100.00 2.8 

     张娟 2.6084.00 2.8 

    李东玲 3.1460.00 3.4 

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与股份公司的关联关系为：股份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赵衍峰持有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 11.6%的股权。 

（二）最近两年的关联交易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股份公司与关联方在最近两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广饶县广饶镇

第一加油站 
采购汽油 84，500.00 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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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84，500.00 95,000.00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213,314.34 - 

合计 - 6,213,314.34 -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存在偶发性的关联交易，具体如

下： 

(1)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拆入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34，686,721.22 105,735,817.59 

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423,106.44 22,556,555.91 

赵衍峰 22,525,322.70 6,135,601.96 

东营国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38,486,276.77 

张磊 750,000.00 - 

拆出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23,089,155.15 137,612,505.73 

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794,856.06 43,567,966.84 

赵衍峰 11,189,497.73 5,073,290.45 

东营国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2,000,000.00 

陈传刚 50,000.00 - 

刘兆芳 10,000.00 - 

资金拆借利息收入：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资金拆借利息 69,161.80 51,027.80 

赵衍峰 资金拆借利息 381,745.60 380,2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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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资金拆借利息 101,701.61 - 

公司报告期内拆借给高管陈传刚、刘兆芳的资金为高管借支的

备用金，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收回上述借支的

备用金。 

(2)关联方担保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

是否

履行

完毕 

赵衍峰，陈键 2,000.00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7年 12月 6日 是 

陈键 2,000.00 2016年 11 月 16日 2017年 11月 16日 是 

山东美宜佳涂料

有限公司、陈键 
2,000.00 2017年 11 月 16日 2018年 11月 16日 否 

(3)关联方资产转让 

单位：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股权转让 赵衍峰 0 - 

2017年 9月 26日，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方式无偿取得

了东营市云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4）关联方租赁 

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出租厂房 135,135.14 22,522.52 

公司作为租入方：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楼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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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 

本所律师认为关联交易有一定的必要性 

（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关联方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采

购汽油的情形，主要为公司车辆的日常使用。公司子公司东营市云

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向关联方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销售商

品的的情形，主要是为了发挥集中采购的优势。子公司目前为母公

司及关联方美宜佳涂料进行集中采购，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原材料供

应商的议价能力及保证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目前子公司向关联方

销售的产品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加上 1%-2%的提成用于子公司的自身运

营支出，价格较为公允。  

（2）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关联方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赵

衍峰、刘欣、东营美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拆借资金的情形，资金

的获得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3）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拆借资金给美宜佳涂料，美宜佳工程，

赵衍峰和东营国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形，但公司从中获得

了合理报酬。公司拆借给高管的备用金，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

需。 

（4）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时由公司股东赵衍峰、陈键、山东美

宜佳涂料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保证了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利于公

司取得借款。 

（5）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关联方美宜佳涂料租出厂房的情形，

主要是将闲置的厂房利用起来，获取部分收益。公司同时存在向美

宜佳涂料租赁办公楼的情形，为公司的行政人员办公提供了便利且

为暂时性租赁，租赁期满后，公司行政人员将迁至自有办公楼内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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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1）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采购的汽

油按照采购当日对外公布的市场售价支付加油费，价格公允；报告

期内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美宜佳涂料销售产品，均签订了合同且参

考市场定价。 

（2）报告期内，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向关联方拆借资金未签订

合同，也未支付利息，股份公司成立初期，虽未支付利息，但公司

召开股东大会对此进行了确认，未损害公司利益。 

（3）报告期内公司拆借给股东的资金均参照公司总体融资成

本，未损害公司利益。 

（4）公司报告期内将暂时将闲置的厂房租赁给关联方美宜佳已

经参考市场价收取了租赁费，公司同时向股东美宜佳涂料租赁了办

公场地，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对方未收取租赁费，租出和租入均

未损害公司利益。 

（三）关联方往来 

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山东美宜

佳涂料有

限公司 

1,852,372.79 18,523.73 - - 

其他应收
款 

山东美宜

佳涂料有

限公司 

- - 3,889,091.98 38,890.92 

其他应收
款 赵衍峰 - - 3,937,688.49 39,376.88 

其他应收
款 陈传刚 50,000.00 500.00 - - 

其他应收
款 刘兆芳 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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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对高管陈传刚和刘兆芳的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向公司借

支的备用金，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管借支的备用金

均已收回。 

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其他应付款 赵衍峰 7,398,136.48 - 

其他应付款 
山东美宜佳涂料

有限公司 
7,708,474.09 - 

其他应付款 
东营美宜佳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 371,749.62 

其他应付款 张磊 750,000.00 - 

（四）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股份公司 2016 年 11 月 30 日改制设立前尚未建立公司治理结构

和关联交易相关制度，为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公平合理，防止

因为关联交易影响公司及股东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公

司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五）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为了减少和规范与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股

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衍峰已经就规范与股份公司的关联

交易的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循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要求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制下的其他企业承担成本或其他支出或以《公司章程》禁止的

其他方式使用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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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循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按照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确定的决策程序、权限进行相关决策。 

(3)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与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生

关联交易时执行以下原则：关联交易定价按市场化原则办理，有国

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没有

市场价格的，按成本加成定价；当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时，且

无法或不适合成本加成定价计算的，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4)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监

督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并妥

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确保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允的基础上，

进一步严格规范并按规则披露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六）股份公司与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1.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1）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纸塑复合袋、编织

袋、包装袋；销售：编织丝、编织布、三合一布；进出口业务；包

装装潢印刷品经营（不含出版物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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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云嘉贸易的经营范围为经核准的进出口业务。销售：涂

料、门窗、防腐保温材料、各类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纸、钢材、

木材、铝合金、玻璃、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橡胶及橡胶制品、塑

料颗粒、三合一布、包装纸、纸塑复合袋、编织袋、编织丝、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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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布。（以上各项不含剧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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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的经营范

围广饶县广饶镇第一加油站的经营范围为柴油、汽油、润滑油零

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公司的实际经营业务不同，股份公司

及其子公司与其余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七）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1．为避免与股份公司产生新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股份公司的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内容如下：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表示目前未从事或参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并承

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

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

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其愿意承担因违反上承诺而给公司

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有利于对股份公司的保护。 

十、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财产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股份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0,131,413.69 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43,340,143.11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6,791,270.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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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份公司的不动产权证 

经本所律师到股份公司主管房产登记机关的登记信息进行了查

验，股份公司自有的房产如下： 

序

号 
所有权人 产权证号 详细地址 用途 

建筑面积

（㎡） 

是否

抵押 

1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41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号房 

办公 49.73 否 

2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39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2号房 

办公 48.08 否 

3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45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3号房 

办公 48.54 否 

4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37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4号房 

办公 48.08 否 

5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36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5号房 

办公 48.54 否 

6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92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6号房 

办公 48.08 否 

7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94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7号房 

办公 48.54 否 

8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93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8号房 

办公 48.08 否 

9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44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9号房 

办公 45.35 否 

1

0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46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0号房 

办公 48.08 否 

1

1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96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1号房 

办公 48.54 否 

1

2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95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2号房 

办公 48.0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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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83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3号房 

办公 48.54 否 

1

4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84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4号房 

办公 48.54 否 

1

5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86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5号房 

办公 54.75 否 

1

6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87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6号房 

办公 48.40 否 

1

7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88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17号房 

办公 48.76 否 

1

8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90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20号房 

办公 60.32 否 

1

9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491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21号房 

办公 48.40 否 

2

0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40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22号房 

办公 48.76 否 

2

1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42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23号房 

办公 48.40 否 

2

2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 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38 号 

广饶县中心商务

区银座购物广场

商务楼 11-24号房 

办公 53.56 否 

2

3 

东营正宜包

装股份有限

公司 

鲁 2016广饶

不动产权第

0001647号 

广饶县广饶经济开

发区綦公路以南、

团结路以西 

工业 14338.50 否 

(二)股份公司的机器/械设备和车辆 

本所律师对于股份公司及目前拥有的机器设备、辅助设施、办

公设备及机动车辆等资产进行了现场查验，并核查了购置该等设备

的合同以及发票等资料。公司拥有车牌号为鲁 E7782H 的五十铃牌货

车一辆，注册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3 日。根据该等资料显示，股份公

司目前拥有的设备主要为股份公司及其前身或子公司在历年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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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自行购置。根据本所律师对东营市工商局进行走访的结果，

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的生产设备在该局未有办理过抵押登记的

记载。同时根据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具的承诺以及本所律师的核

查结果，股份公司拥有的设备权属清晰，无租赁或融资租赁的情

况，均不存在抵押以及司法查封等可能导致权力行使受到限制的情

形，股份公司拥有的机动车辆均无已办理抵押或司法查封的记载。 

（三）可出售金融资产 

2015年 8月 28日股份公司与东营市源伟工贸有限公司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东营市源伟工贸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山东利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5,560,666.00 股转让给股份公司，转让价格为

27,803,330.00 元。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可出售金融资产

价值为 27,803,330.00 元。 

十一、股份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签署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股份公司及子公司的销售合同 

（1）已履行完的重大供货合同 

2016年 3月 18日，股份公司与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

签订的 PVC 包装袋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58.8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

完毕； 

2016年 4月 18日，股份公司与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

签订的 PVC 包装袋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58.8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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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26日，股份公司与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

签订的 PVC 包装袋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107.25 万元，该合同已履

行完毕； 

2016 年 11 月 20 日，股份公司与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 PVC 包装袋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115.20 万元，该合同已

履行完毕； 

2016 年 6 月 6 日，股份公司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的三合一复合袋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480.60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

完毕； 

2016 年 12 月 26 日，股份公司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的三合一复合袋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481.20 万元，该合同已履

行完毕； 

2017 年 5 月 8 日，股份公司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树

脂分公司签订的 PVC 树脂（SG-3 型）包装用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

合同金额为 216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股份公司与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签订的三合一牛皮纸袋供货

合同，合同履约期限为 2017年 9月 20日-2017年 12月 31日，合同

类型为框架性买卖协议，根据具体发货金额结算，该合同已履行完

毕。 

2017年 11月 6日，股份公司与云南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签订

的三合一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合同类型为框架性买卖协议，根据

具体发货金额结算，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 年 12 月 20 日，股份公司与云南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签

订的三合一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432 万元，该合同已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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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4 日，股份公司与云南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签订

的三合一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合同类型为框架性买卖协议，根据

具体发货金额结算，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11月 6日，股份公司与云南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签订

的三合一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合同类型为框架性买卖协议，根据

具体发货金额结算，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6年 3月 26日，股份公司与茌平信发聚氯乙烯有限公司签订

PVC包装袋供货合同，合同约定单价 1.94元每只，数量 40万只，该

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6年 4月 28日，股份公司与茌平信发聚氯乙烯有限公司签订

PVC 包装袋供货合同，合同约定单价 1.94 元每只，数量 100 万只，

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已履行完的重大采购合同 

2017年 1月 20日，股份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德士利工贸有限公司

签订的复合纸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144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

毕； 

2017 年 3 月 2 日，股份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德士利工贸有限公司

签订的复合纸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37.20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

毕； 

2017 年 7 月 7 日，股份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德士利工贸有限公司

签订的复合纸采购合同，合同类型为框架性购销合同，根据具体发

货金额结算，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 年 11 月 24 日，股份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德士利工贸有限公

司签订的复合纸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132.30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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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6 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E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30.20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2月 10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P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30.60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2月 22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E、PP 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42.22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2月 24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P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25.89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3月 15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E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51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3月 20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P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30.9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4月 13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P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30.90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4月 17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P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27.61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2017年 4月 24日，股份公司与上海佳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的 PE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 29.20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3）正在履行或未履行的重大合同 

2017 年 5 月 8 日，股份公司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树

脂分公司签订的 PVC 树脂（SG-3 型）包装用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

合同金额为 237.6 万元，该合同正在履行。2017 年 5 月 8 日，股份

公司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合

同数额为 237.6 万元，同日，股份公司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树脂分公司签订纸塑复合袋供货合同，合同数额为 216 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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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公司合并，债权债务有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继承。合同

双方还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进行了约定。 

2017 年 12 月 29 日，股份公司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三合一复合袋物资寄售合同，合同数额为 719 万，寄售期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合同双方还对违约责任、争

议解决进行了约定。 

2018 年 1 月 1 日，股份公司与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签订三合

一牛皮纸袋供货合同，合同数额为据实结算，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4月 30日。合同双方还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进

行了约定。 

3.股份公司的借款合同 

（1）2017年 11月 16日，股份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支行签订借款合同，金额为 2000.00万元，借款期限至 2018年 11

月 16日，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20%.保证类型为保证借款，保证人为

山东泰然集团公司、美宜佳涂料、陈键。双方还对违约责任、争议

解决进行了约定。 

（2）2017 年 3 月 23 日，股份公司与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签订借款合同，金额为累计不超过 1000 万，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3

年，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 

（3）2017年 12月 20日，股份公司与张磊签订借款合同，金额

为累计不超过 100 万，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3 年，本次借款为无息借

款。 

（4）2017 年 3 月 23 日，股份公司与赵衍峰签订借款合同，金

额为累计不超过 1000 万，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3 年，本次借款为无息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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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年 1月 29日，股份公司与广饶优创伍号发展基金管理

中心签订借款合同，金额为 2000 万元，借款期限至 2018 年 1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年利息为 10%。   

本所律师核查了广饶优创伍号发展基金管理中心的《合伙协

议》，本所律师认为伍号基金向公司投资 2000 万元的债权符合《合

伙协议》的约定，不存在违反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的情况。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合同的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未

发现合同因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而导致不能成立或无效

及其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依据其它法律文件承担的义务存在

冲突的情况。股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已履行完毕的协议不存在可

能发生潜在法律纠纷的情形。 

(三)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审计报告》、股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

品质量、劳动安全和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四）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具的《审计报告》、股份公司出

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不存在其它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金额较大的其它应收、应付款属

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正常发生的业务往来款项及其他资

金往来，合法、有效。 

十二、股份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核查股份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三会文件并根据中喜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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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股份公司的股本变化及第九部分 2017 年 9 月 26 日以零元价格

并购云嘉贸易为子公司以外，股份公司（包括正宜有限）设立至今

无其他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重大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 

（二）根据股份公司的说明，股份公司目前无进行资产置换、

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的计划。 

十三、股份公司《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本所律师对于股份公司现行的《公司章程》进行了查验。

根据查验结果，股份公司现行的《公司章程》系股份公司设立时依

据《公司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该《公司章程》经股

份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登记备案，其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历次涉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股东大会文件以及股份公司置备于工商机关的登记文件进行了查

验。根据查验结果，股份公司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均经股份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已履行了必要的法

定程序。 

(三)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份公司现行章程系依据《公司

法》制定的。而《公司章程》系依据《公司法》，并按照《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制定的。 

 (四)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现行《公司章程》中的内容不违

反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制定和修改已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 

十四、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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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一)经核查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和三会文件，股份公司已

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机构，股份公司具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并对其职权作出明确的划分。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根据本所律师核查，该等议事规则分

别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召开程序、议事方式

等，其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有

关文件进行核查，股份公司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股份公司股东大

会包括创立大会共召开了九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共召开九次会

议，第一届监事会共召开了五次会议。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会议

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及

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 

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1.股份公司现任董事 5 人，简历如下： 

(1)赵衍峰先生，汉族，1965年 1月出生，中国籍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大专。1995年 5月至 2015年 4月任广饶县广饶镇第一

加油站办公室主任、副经理；2015 年 5 月至今，任广饶县广饶镇第

一加油站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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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6年 11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长。 

（2）刘欣女士，汉族，1989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0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历任东营正宜

包装有限公司财务会计、财务经理；2016年 11月至今，任东营正宜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3)张磊先生，汉族，198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东营东城街

道办事处办事员；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东营正宜包装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6年 11月至今，任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4）曲艳飞女士，汉族，1983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年 3月至 2015年 3月，历任山东华帘

集团有限公司质检部部长、帘线部部长；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生产副总；2016年 11月至今，任东营

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5）张传波先生，汉族，1983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1999 年 1 月至 2001 年 11 月，从事个体经

商；200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天津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经理；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生

产经理；2016 年 11月至今，任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公司监事基本情况 

公司本届监事会为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会成员 3 人，其中宋国

涛为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任期 3 年，各监事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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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骞骞女士，汉族，1988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中国平安

保险公司文员；2011 年 1 月至今，任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销

售；2018 年 3 月至今，任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宋国涛先生，汉族，1981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2001年 9月至 2012年 8月，任金宇轮胎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东营正宜包

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 6 月至今，任东营国派新型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5 年 8 月至今，任山

东恒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2 月至今，任东营正宜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2018 年 1 月至今，任东营市云嘉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8 年 1 月至今，任东

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监事。 

（3）何维明先生，汉族，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10年 5月至 2012年 7月，任山东泰信

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经理；2012 年 8 月至今，任东营美宜佳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6 年 8 月至今，任东营瑞居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监事；2016 年 11 月至今，任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2017 年 3 月至今，任东营市云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3 月至今，历任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监事、执行董事、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 5 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任期 3 年。

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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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艳飞女士：董事、总经理，详见本节的“公司董事基本

情况”。 

（2）张磊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详见本节“公司董事基本情

况”。 

（3）刘兆芳先生：汉族，1956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1975 年 1 月至 1990 年 10 月，任广饶县方

镇企业局贸易公司经理；1990年 11月至 2008年 12月，任广饶县广

丰粮油制品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 1月至 2014年 8月，任山东凯德

尔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东营正

宜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 11月至今，任东营正宜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刘欣女士：财务总监，详见本节“公司董事基本情况”。 

（5）陈传刚先生：，汉族，1987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10 月，任广州恒

威贸易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08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莱芜冠

栋家具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11 月，任乌拉特

中旗大安鑫海工贸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东营市云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东营世强陶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8年 2 月至今，任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1.正宜有限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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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正宜有限前身为东营美宜佳广告策划有限公

司，设立于 2006年 2月 16日，设立时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陈键，

监事为汪西禄。 

2012 年 6 月 4 日，经广饶县工商局核准，正宜有限执行董事变

更为聂义云并兼任经理，监事变更为崔维敏。 

2014年 2月 18日，经广饶县工商局核准，正宜有限执行董事、

经理变更为赵衍峰。 

2014 年 5 月 4 日，经广饶县工商局核准，正宜有限监事变更为

刘欣。 

2.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1）董事变化情况 

2016年 11月 17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董

事会成员共五人，具体为赵衍峰、曲艳飞、刘欣、张磊、张传波。

之后股份公司的董事没做任何变更。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董事人员的变更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股份公司董事的变动系为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提高董事会的

决策效率，是必要和适当的。 

（2）监事变化情况 

2016 年 11 月 17 日，股份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本次会议选

举陈传刚为股份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 

2016年 11月 17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年第一次股

东大会，本次会议选举为崔丽梅、何维明为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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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28日，监事会主席变更为王骞骞，陈传刚不再担任

职工监事，变更宋国涛为职工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监事人员的变更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股份公司监事的变动系为规范、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监事的监督职能，是必要和适当的。 

（3）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2016 年 11 月 17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聘任曲艳飞为总经理，刘欣任财务总监。 

2018年 2月 12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聘任

张磊、刘兆芳为副总经理，聘任陈传刚为董事会秘书。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系为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工作效率，是必要和适当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条件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任免程序合法；股份公司最近两年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变更情况不影响股份公司经营的稳定。 

十六、股份公司的税务 

（一） 股份公司的税务登记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目前持

有山东省广饶县国家税务局和广饶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税字 210311587309081 号）；股份公司本所律师查验了股份

公司提供的相关税务资料，根据查验结果，股份公司持有其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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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税务登记证》，股份公司属于合法的纳税主

体 

（二）经核查股份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并根据中喜出具的《审计

报告》，股份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税额 5%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教育费附加（含地方） 实缴流转税税额 5%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实缴流转税税额 1% 

房产税 应税房产原值 X（1-30%） 1.2% 

土地使用税 应税土地的实际占用面积 8 元/平方米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股份公司依法纳税，执行的税种、税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根据东营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出具的《证明》，

确认“未发现东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有偷税、漏税、欠缴税款

现象，未发生有重大税收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 

根据东营市地方税务局广饶县分局出具的《证明》，确认“东

营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欠缴税款现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已经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目

前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股

份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今不存在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 

十七、股份公司的在生产经营中的守法经营情况 

根据股份公司出具的声明及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

件，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的主要主管部门进行了走访，根据上述核

查结果，股份公司在生产运营中的守法经营情况如下： 

(一)股份公司的工商管理守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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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股份公司就其工商登记及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

合法性出具的说明，该说明确认股份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不存在

违反工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东营市工商局已出具了《证明》，确认“未发现东营正宜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

罚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信息。” 

(二)股份公司的环境保护 

本所律师查阅了股份公司就其环境保护守法情况出具的说明，

该说明确认股份公司的业务范围对周围环境不造成污染。股份公司

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政策、环保法律、法规、规则

及各级政府相关规定，没有受到有关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 

根据东营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确认“东营正宜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取得相应的环保资质、履行相应的环保手续。由

于国家实施新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塑料丝、绳及编织

品制造行业暂未要求办理《排污许可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

该公司及其前身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不存在环境污染事故、纠纷以及

其他环境违法行为，亦未受本局行政处罚。” 

(三)股份公司的安全生产 

本所律师查阅了股份公司就其安全生产合法情况出具的说明，

该说明确认股份公司除上述行政违法行为外，均遵守各项安全生产

规定，安全生产制度健全，不存在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况。 

根据东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确认“东营

正宜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系在本局管辖区域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该公司及其前身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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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依法履行了生产商的安全生产义务，不存在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行为，亦未受本局行政处罚。” 

(四)股份公司的社会保险及劳动用工 

1.经核查股份公司工资明细表、社会保险费缴纳凭证、住房公

积金缴纳凭证等相关资料，股份公司“五险一金”的目前缴费比例

如下： 

养老 

（26%） 

失业 

（1%） 

医疗 

（8.5%） 

工伤 

（0.9

%） 

生育 

（1%

） 

住房 

公积金 

单位 个人 单位 个人 
单

位 
个人 单位 单位 单位 个人 

18% 8% 0.7% 0.3% 
6.5

% 
2% 

0.

9% 
1% 无 无 

2.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劳动合同、工资明细表、社会保

险费、缴纳凭证，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册员工

65人，其中 4人为退休返聘的劳务人员，19人缴纳了五险，31人缴

纳了新农合，11 人未缴纳保险。公司员工均未缴纳住房公积金。未

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均已出具自愿放弃正宜股份为本人缴纳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同时，实际控制人赵衍峰出具书面承诺，

如公司因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受到处罚或遭受损

失，实际控制人将全额承担包括补缴金额、滞纳金、罚款、赔偿金

或其他损失在内的一切责任，并保证公司不会因此事遭受任何经济

损失。 

3.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

司及其子公司未缴纳住房公积金，其员工全部为农村户口，自愿不

缴纳住房公积金，公司将采取其他社会福利给予补偿。 

4.股份公司的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主管机关出

具的《证明》：“未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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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确认“东营正宜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系在本局管辖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该公司及前身东营正宜包装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在本局为公司全体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

金，未发现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

行为，亦未受本局行政处罚。” 

根据东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广饶县管理部出具的《证

明》，确认“未发现违反住房公积金的违法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除前述原因未缴纳社会保

险的情况外，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均缴纳了社会保险，且股

份公司控股股东赵衍峰已经出具承诺。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

情形对股份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十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股份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股份公司目前不

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根据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赵衍峰出具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

查，其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案件。 

（三）根据公司相关股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截至本《法律意见书书》出具之日，公司、子公司、公

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罚的情形。 

十九、本次申请挂牌的推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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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已聘请财富证券担任本次股票挂牌的推荐机构。经本

所律师核查，财富证券已被转让系统公司授予推荐挂牌业务资格，

具备担任股份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二十、本次申请挂牌初步尽调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挂牌在目前阶段已获得股

份公司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及授权。本次股票挂牌能够符合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挂

牌的有关条件。本次股票挂牌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和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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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营正宜

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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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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