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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德恒、本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林森生物、公司、股份

公司 
指 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林森 指 淄博林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股改《审计报告》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

第 15357 号《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6】

第 069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审计报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上会师报字（2018）第 4396 号） 

《验资报告》 指 
天职国际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6】16054 号《验资报告》 

《公司章程》 指 《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订）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基本标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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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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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 指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 

美因生物 指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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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香后 指 上海香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香后 指 济南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香后山东分公司 指 上海香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潍坊香后 指 潍坊香后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泰安林森 指 泰安市泰山区林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滨州香后 指 滨州香后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淄博首创 指 淄博首创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花沐旅游 指 山东花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景郦生物 指 淄博景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悦咨询 指 山东莱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彩金商务 指 山东彩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朵朵薇生物 指 淄博朵朵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田缘玫瑰商行 指 张店田缘玫瑰护肤品商行 

城舞沙化妆品店 指 淄博高新区名尚银泰城舞沙化妆品店 

张店五木设备 指 张店五木设备经营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报告期 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2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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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林森生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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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德恒 01F20140017-1 号 

 

 

致：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法

律顾问协议书》，本所律师接受委托，担任公司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

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作出如下承诺和声明： 

1、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

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本次挂牌的合

法性及对本次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公司的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

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

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

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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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挂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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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前述核查、验证过程中，公司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

且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并无隐瞒、虚

假或误导之处；进而保证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所提供

的文件、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

程序，获得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4、 对于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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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或人员出具的证明文件。 

5、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的法律文件，并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本次挂牌说明书中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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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申请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

本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正    文 

    一、本次挂牌的授权和批准 

（一）林森生物对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批准与授权 

2018 年 4 月 15 日，林森生物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申请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停牌并摘牌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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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集

中登记存管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和《关于申请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的议案》等与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相关

的议案，并提交林森生物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018 年 5 月 1 日，林森生物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

会提交的上述与本次申请挂牌相关的议案。 

经核查，林森生物上述与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相关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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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二）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业务规则》规定，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尚需取得股转公司同意挂牌的

审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申请股票挂牌除尚需得到股转公司审查批准外，已

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林森生物是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的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前身为淄博林森，淄博林森的全体股东于景堂、吕丽红、赵勇忠、美

因生物作为发起人，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的方式发起设立了股份公司。 

公司目前持有淄博市工商局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3057774149826）。根据该营业执照，公司住所为山东省

淄博市临淄区皇城玫瑰谷玫瑰大道南首路东，法定代表人为于景堂，成立日期

为 2005 年 6 月 30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 护肤类化妆品生产、销售；化妆品及原

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制冷设备、五金交电、电线

电缆、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产品、仪器仪表、汽摩配件、水管阀门、卫

生洁具、日用百货、橡塑制品、皮具、服装鞋帽、针织品、工艺品、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办公设备、计算机及配件、包装材料、电动工具、管道配件、轴承、

食品、饮品、种苗销售；植物产品加工技术咨询、服务、转让；货物进出口服

务；智能物联网设备开发、组装、销售；生物制剂研发、植物提取物（以上两

项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生物油脂、植物化学品、功能蛋白肽、氨基酸研

发、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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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设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林森生物是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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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所持《营业执照》记载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林森生物为永久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出现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解散的下列情形: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

由出现；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

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

解散公司。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林森生物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已持续经营 2 年以上，具备申请股票挂牌的主体资格条件。  

 

    三、公司申请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基本标准指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林森生物申请股票挂牌的各项实质

条件核查如下: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公司依法设立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淄博林森按经

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取得淄博市工

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7774149826）。淄博林

森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林森生物的发起人资格、条件、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等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具体内容请见本法律意

见书“四、公司的设立”。公司的设立行为履行了适当的法律程序并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 

2.公司存续满两年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前身淄博林森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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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2016 年 9 月 29 日，淄博林森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自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公司的存续时间

已满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及《基本标准指引》中有关

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植物护肤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是一家以护肤品及植物提取物为核心产品的企业。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为 12,305,024.49 元，其中主营

业务收入为 10,994,720.49 元，占营业收入的 89.35%；2017 年营业收入为

32,211,509.04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31,767,805.36元，占营业收入的 98.62%。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在 89%以上，公司经营业务明确，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

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为 44,516,533.53 元，超过 1,000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股本

为 1,000 万元，每股净资产大于 1 元，在可预见的未来，其有能力持续经营。 

3.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取得审计机构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不存在仅

依靠偶发性交易或事项经营的情况；公司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 

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

第 180 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况。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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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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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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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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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公司提供的会议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对报告期内的

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进行了讨论、评估，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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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公司书面确认、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的业务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不

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

规情形的行政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4.根据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或承诺，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受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且情节严

重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遵守《公

司法》规定的各项义务，不存在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5.根据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声明及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下属子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6.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目前不存在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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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均已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

务会计核算。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及《基

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有 4 名股东，股东及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根据公司

股东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明确，股东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3.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设立、历次变更均依法履行了必

要的内部决议程序并办理了审批或登记备案手续，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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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关规定。 

4.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2）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3）股东超过 200

人且未经中国证监会确认。 

5.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景堂、吕丽红及其控制的美因生物

所持公司股份将按照《业务规则》第二章第 2.8 条的规定“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

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

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进行限售，此外，于景堂、吕丽红作为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还要遵守“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规定，该等股份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

《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6.公司曾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经本所律师查询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网

站并经公司说明，公司在挂牌期间未进行任何融资，也不存在任何股权转让行

为。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停牌并摘牌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决定申请在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停牌，并于收到股转系统出具的《受理通知书》后，申请在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摘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符合《业务规则》及《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1.根据公司与江海证券签订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公司委托江

海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公司股份在股转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2.根据江海证券出具的《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主办券商认

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基本标准指引》规定的进入股转系统挂牌的条件，

同意推荐公司股份进入股转系统挂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委托主办券商且主办券商同意推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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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在股转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规则》及《基本标准指引》的规

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符合《公司法》、《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的关于挂牌转让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一）林森生物的设立过程 

2016 年 9 月，林森生物全体股东于景堂、吕丽红、赵勇忠、美因生物为发

起人，以淄博林森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整体变

更设立股份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9 月 10 日，淄博林森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以经审计的账面

净资产折股，将净资产 11,695,623.36 元折合为 1,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股

份公司股本总额为 1,000 万股，4 位发起人按照各自在淄博林森的出资比例持有

相应的股份数额；同意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山东林

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全体四

名股东自愿放弃其提前 15 天收到本次创立大会会议通知的权利，并对创立大会

的会议通知、召集、召开程序无异议。 

经本所律师查阅股改《审计报告》，股改《审计报告》列示的净资产值为

13,695,771.94 元，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所附会议决议列示的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淄博林森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11,695,623.36 元不一致。2016 年 10 月 26 日，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确认工商登记资料所载经审计的净

资产值系公司员工笔误填写，并同意对股改所依据的净资产值进行更正，确认

本次更正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2016 年年 9 月 22 日，天职国际出具《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6】第 15357

号），对淄博林森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根据审计结果，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淄博林森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13,695,771.94 元。 

2016 年年 9 月 23 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

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0695 号），对淄博林森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净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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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5,329,306.45 元。 

2016 年 9 月 23 日，林森生物全体发起人签署了有关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

《发起人协议》。 

2016年 9月 23日，林森生物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全体发起人审议并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设立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

情况的议案》、《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与整体变更相关的议

案，并选举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16 年 9 月 23 日，天职国际出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林森生物之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章程之规定，以其拥有

的淄博林森经审计净资产 13,695,771.94 元折合为林森生物的股本，股份总额为

1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缴纳注册资本 10,000,000.00 元整，其余

3,695,771.94 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2016 年 9 月 29 日，林森生物取得了淄博市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7774149826）。 

林森生物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1 于景堂 495 49.50 净资产折股 

2 吕丽红 340 34.00 净资产折股 

3 美因生物 160 16.00 净资产折股 

4 赵勇忠 5 0.5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000 100 —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林森生物在有限责任公司阶段作出同意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的会议决议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10 日，具体的股改方案即以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 11,695,623.36 元（员工误写数据，已被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更正）为折股依据也是在本次会议通过，但书面版本的股改审计报

告是在 2016 年 9 月 22 日出具，因此，该次会议时间早于股改审计报告的出具

时间存在程序瑕疵。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10 日获取天职国际出具的电子版股改《审计报告》，出于时间紧迫，公司提前

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同意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通过折股方案。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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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瑕疵对本次申请挂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除上述情形外，股份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方式及发起人资格均符合当

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其设

立行为合法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时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依据确定

公司股本，设立过程中履行了资产审计、评估、验资手续，符合当时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当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林森生物以淄博林森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作为

折股依据改制为股份公司，不存在以评估净资产值折股的情形。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业务独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具有独立的业务经营系统，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

经营的能力，所有对外签订的合同均是以公司的名义签订；其业务独立于公司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报告期内，公司与其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显失公

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依赖情

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林森生物的业务独立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二）资产独立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林森生物系以

淄博林森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承受了淄博林森全部资产及债权

债务，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林森生物的业务皆为自主实施并独立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林森生物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

在同业竞争，不存在影响林森生物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林森生物

不存在需要依靠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才能经营获利的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林森生物的资产独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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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独立 

1.林森生物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程序选举、更换、聘任或解聘，不存在控股股东及主要

股东超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干预公司上述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2.林森生物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未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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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亦不存在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经

营范围相同、类似或有竞争关系业务的情形。 

3.林森生物具有独立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林森生物的人事及工资

管理与股东完全分离。股份公司已建立劳动、人事与工资管理制度，并与员工

签订了劳动合同。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林森生物的人员独立。 

（四）财务独立 

1.林森生物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

制 度，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开立了独立的基本存款账户，

不存在与其控股股东或其他股东共享一个银行账户的情形。 

2.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林森生物财务人员未在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职务。 

3.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干预公司资金使用之情形。 

4.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章程》中已建立防范关联方占用资源(资金)的制

度并严格执行，公司目前不存在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

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五）机构独立 

1.公司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并聘请了总经

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章程》对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做了明确规定。  

2.公司的上述机构按照《公司章程》和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独立决策和

运作，公司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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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有完

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发起人 

1．于景堂，身份证号为 37030519771228****，住址为淄博市张店区华光

路 79 号****。林森生物设立时，于景堂直接持有公司 4,950,000 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 49.50%。 

2．吕丽红，身份证号为 37030519800514****，住址为淄博市张店区华光

路 79 号****。林森生物设立时，吕丽红直接持有公司 3,400,000 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 34%。 

3.美因生物，为员工持股平台，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3033489729197，法定代表人为于凤，住所为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汇金大

厦 1 单元 010702。林森生物设立时，美因生物持有公司 1,600,000 股股份，持

股比例为 1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美因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200,000.00 40.0000% 

2 李福洲 125,805.03 25.1610% 

3 吕丽红 89,701.31 17.9403% 

4 王旭曦 16,606.20 3.3212% 

5 杨美荣 8,125.00 1.6250% 

6 杨万涛 7,500.00 1.5000% 

7 吕艳红 6,875.00 1.3750% 

8 荣永建 5,625.00 1.1250% 

9 李灏鸣 4,687.50 0.9375% 

10 赵宪春 3,906.25 0.7813% 

11 王新纲 3,645.83 0.7292% 

12 董桂芳 3,125.00 0.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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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悦滢 3,125.00 0.6250% 

14 吕新红 2,500.00 0.5000% 

15 李德刚 2,344.00 0.4688% 

16 马少龙 1,875.00 0.3750% 

17 王晓蕾 1,687.50 0.3375% 

18 林清娟 1,562.50 0.3125% 

19 张衍鹏 1,562.50 0.3125% 

20 邱芹 1,250.00 0.2500% 

21 王宝娟 1,250.00 0.2500% 

22 廖春燕 1,250.00 0.2500% 

23 付磊 781.50 0.1563% 

24 于凤 750.00 0.1500% 

25 胡丽萍 625.00 0.1250% 

26 江修永 625.00 0.1250% 

27 边建宁 625.00 0.1250% 

28 陈敬敬 625.00 0.1250% 

29 于景柱 625.00 0.1250% 

30 田松 347.19 0.0694% 

31 王景燕 347.19 0.0694% 

32 郗远云 328.00 0.0656% 

33 国彩彦 312.50 0.0625% 

合计 500,000 100% 

4．赵勇忠，身份证号为 65242219710728****，住址为广州市从化区江埔

街从城大道金棕榈大街****。林森生物设立时，赵勇忠持有公司 50,000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0.5%。 

上述 4 位发起人全部为中国自然人或经济组织，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资格。 

上述发起人中的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有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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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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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林森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原淄博林森股东用以投资的相关权

益产权关系清晰，出资明确，将上述资产投入林森生物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现有股东 

经核查，林森生物的发起人即公司现有股东，自淄博林森整体变更为股份

公司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各股东均

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全体股东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林森生物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

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或将持有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

的情形。除公司控股股东于景堂将所持林森生物 1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山东博盛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山东博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林森生物子公司景郦生

物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借款 300 万元提供反担保外，公司其他

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权利行使的情形。 

经核查，林森生物现有股东中不存在境内私募投资基金。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于景堂直接持有公司 49.50%的股份，

并通过美因生物间接持有公司 6.40%的股份，于景堂合计持有公司 55.90%的股

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吕丽红直接持有公司 34%的股份，并通过美因生物间

接持有公司 2.87%的股份，吕丽红合计持有公司 36.87%的股份。于景堂与吕丽

红为夫妻关系，于景堂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吕丽

红为公司的董事，二人合计持有公司 92.77%的股份，且二人其所持公司股份不

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或将持有的股份所对应的

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于景堂、吕丽红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经核查，报告期内于景堂、吕丽红所持公司股份一直在 70%以上，拥有对

林森生物的实际控制权。本所律师认为，林森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两年内

没有发生变更。 

（四）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公司股东于景堂、吕丽红为夫妻关系，股东美因生物为林森生物

实际控制人于景堂、吕丽红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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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林森生物的发起人、股东的投资行为合法、有效。

发起人已投入林森生物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不存在法律障碍。于景堂、吕

丽红为林森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林森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两年内没有发生

变更。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淄博林森的设立及股权演变 

1．2005 年 6 月淄博林森设立 

2005 年 6 月 15 日，淄博市工商局核发（淄）名称预核字[2005]第 003212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核准于景堂、吕丽红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淄

博林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保留至 2005 年 12 月 14 日。 

2005 年 6 月 18 日，全体股东于景堂、吕丽红签署了《淄博林森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章程》。 

2005 年 6 月 18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鲁仲泰会师验

字（2005）第 49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5 年 5 月 30 日淄博林森已

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60 万元，其中于景堂以货币实缴 36

万元，吕丽红以货币实缴 24 万元。 

2005 年 6 月 30 日，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淄博林森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36 60 

2 吕丽红 24 40 

合计 60 100 

2．2005 年 10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会议，会议同意于景堂将其持有的

36 万元出资额以 36 万元转让给于九周；吕丽红将其持有的 24 万元出资额中的

23.76 万元以 23.76 万元转让给吕孟尧；同意修改章程。 

2005 年 10 月 27 日，于景堂与于九周、吕丽红与吕孟尧分别就上述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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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全体股东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05 年 10 月 28 日，淄博林森在淄博市工商局完成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九周 36 60 

2 吕丽红 0.24 0.4 

3 吕孟尧 23.76 39.6 

合计 60 100 

3．2006 年 12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会议，会议同意于九周将其持有的

36 万元出资额以 36 万元转让给于景堂；吕孟尧将其持有的 23.76 万元出资额中

的 4 万元以 4 万元转让给于景堂，将其持有的 19.76 万元出资额以 19.76 万元转

让给吕丽红，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同意修改章程。 

2006 年 12 月 21 日，于九周与于景堂、吕孟尧与于景堂、吕丽红分别就上

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6 年 12 月 22 日，淄博林森在淄博市工商局完成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40 66.67 

2 吕丽红 20 33.33 

合计 60 100 

4．2013 年 8 月，淄博林森增资至 100 万元 

2013 年 8 月 19 日，淄博林森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

增加至 1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0 万元分别由于景堂认缴 20 万元、吕丽红认

缴 2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淄博林森全体股东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3 年 8 月 22 日，淄博晨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淄晨会字（2013）

第 225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事宜进行了审验。 

2013 年 8 月 28 日，淄博市工商局临淄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公司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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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增加至 100 万元。 

本次出资完成之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60 60 

2 吕丽红 40 40 

合计 100 100 

5．2015 年 3 月，淄博林森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 万元 

2015 年 3 月 25 日，淄博林森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

增加至 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00 万元分别由于景堂认缴 210 万元、吕丽红

认缴 140 万元、淄博皇元商贸有限公司认缴 5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本次出资分五次缴纳，2015 年 7 月至 8 月，山东金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金

明验字【2015】ZB——001 号至【2015】ZB——005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

资事宜进行了审验。 

同日，淄博林森全体股东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3 月 26 日，淄博市工商局临淄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公司的注

册资本增加至 500 万元。 

本次出资完成之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270 54 

2 吕丽红 180 36 

3 淄博皇元商贸有限公司 50 10 

合计 500 100 

6．2015 年 7 月，淄博林森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0 万元 

2015 年 6 月 25 日，淄博林森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

增加至 3,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500 万元分别由于景堂认缴 1,350 万元、吕

丽红认缴 900 万元、淄博皇元商贸有限公司认缴 250 万元，本次认缴出资由 3

名股东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出资完成；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淄博林森全体股东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7 月 7 日，淄博市工商局临淄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公司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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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增加至 3,000 万元。 

本次出资完成之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1,620 54 

2 吕丽红 1,080 36 

3 淄博皇元商贸有限公司 300 10 

合计 3,000 100 

7．2015 年 8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8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会议，会议同意淄博皇元商贸有限公

司将其持有的 100%股权，即 300 万元出资额（实缴出资 50.00 万元）以 50 万

元转让给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义务也一并由受让方承担。 

2015 年 8 月 2 日，淄博皇元商贸有限公司与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5 年 8 月 2 日，淄博林森全体股东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8 月 24 日，淄博市工商局临淄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核准了上

述变更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1620 54 

2 吕丽红 1080 36 

3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 10 

合计 3,000 100 

8．2016 年 2 月，淄博林森增资至 3,375 万元 

2016 年 2 月 17 日，淄博林森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

增加至 3,37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75 万元由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认缴；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淄博林森全体股东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6 年 2 月 18 日，淄博市临淄区工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

资本增加至 3,3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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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5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18 号《验资报告》，审验林森有限已收到法人股东美因生物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9.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109.00 万元。 

2016 年 4 月 14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25 号《验资报告》，审验林森有限已收到吕丽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100.00 万元。 

2016 年 5 月 20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40 号《验资报告》，审验林森有限已收到于景堂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100.00 万元。 

2016 年 5 月 25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42 号《验资报告》，审验林森有限已收到于景堂、吕丽红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78.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78.00 万元。 

2016 年 6 月 1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44 号《验资报告》，审验林森有限已收到于景堂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72.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72.00 万元。 

2016 年 6 月 7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47 号《验资报告》，审验林森有限已收到美因生物缴纳的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41.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41.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之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1620 48 

2 吕丽红 1080 32 

3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5 20 

合计 3,375 100 

9．2016 年 5 月，淄博林森减少注册资本至 1,000 万元 

2016 年 3 月 16 日，淄博林森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

减少至 1,000 万元，其中于景堂减少认缴出资额 1,140 万元，淄博美因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减少认缴出资额 475 万元，吕丽红减少认缴出资额 760 万元；同意通

过新的公司章程。 

2016 年 3 月 21 日，公司在《大众日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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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7 日，淄博市临淄区工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淄博林森的

注册资本变为 1,0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之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480 48 

2 吕丽红 320 32 

3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 20 

合计 1,000 100 

10．2016 年 5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会议，会议同意于景堂将其持有的

480 万元出资额中的 5 万元以 5 万元转让给赵勇忠，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全体股东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同日，于景堂与赵勇忠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6 年 6 月 6 日，淄博市临淄区工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475 47.50 

2 吕丽红 320 32 

3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 20 

4 赵勇忠 5 0.5 

合计 1,000 100 

11．2016 年 8 月，淄博林森减少注册资本至 800 万元 

2016年6月28日，林森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至 800.00

万元，其中于景堂减少认缴出资 96.00万元，美因生物减少认缴出资 40.00万元，

吕丽红减少认缴出资 64.00 万元。 

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在《大众日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 

2016 年 8 月 23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72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23 日，林森有限已减少注册

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其中减少于景堂出资人民币 96 万元，减少吕丽红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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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64 万元，减少美因生物出资人民币 40 万元。减少的注册资本转入资本公

积。 

2016 年 8 月 23 日，淄博市临淄区工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淄博林森的

注册资本变为 8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之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379 47.375 

2 吕丽红 256 32 

3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0 20 

4 赵勇忠 5 0.625 

合计 800 100 

12．2016 年 8 月，淄博林森增资至 1,000 万元 

2016 年 8 月 26 日，淄博林森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

增加至 1,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00 万元由于景堂以货币认缴 116 万元，吕

丽红以货币认缴 84 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8 月 29 日，淄博市临淄区工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

资本增加至 1,000 万元。 

2016 年 8 月 31 日，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仲泰会师验字

（2016）第 73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增资事宜进行了审验。 

本次增资完成之后，淄博林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于景堂 495 49.5 

2 吕丽红 340 34 

3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0 16 

4 赵勇忠 5 0.5 

合计 1,000 100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及股权演变 

1．股份公司的设立 

股份公司的设立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四、公司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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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公司的股权演变 

股份公司自整体变更设立以来，没有发生股权变更。 

（三）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及融资情况 

1.2016 年 12 月 19 日，林森生物收到《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关于核准同意山

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挂牌交易的函》。 

2.2017 年 2 月 10 日，林森生物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3.根据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证明，公司股权未通过该中心转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史沿革中的股权转让、增资、减资等股本变

化行为履行了内部决议及外部审批程序，股本变化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1.林森生物 

根据林森生物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经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护肤类化

妆品生产、销售；化妆品及原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

制冷设备、五金交电、电线电缆、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产品、仪器仪表、

汽摩配件、水管阀门、卫生洁具、日用百货、橡塑制品、皮具、服装鞋帽、针

织品、工艺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办公设备、计算机及配件、包装材料、

电动工具、管道配件、轴承、食品、饮品、种苗销售；植物产品加工技术咨询、

服务、转让；货物进出口服务；智能物联网设备开发、组装、销售；生物制剂

研发、植物提取物（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生物油脂、植物化学

品、功能蛋白肽、氨基酸研发、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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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景郦生物 

根据景郦生物现持有的《营业执照》，景郦生物经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香料

植物的种植、繁育、观光展览；植物提取加工（生产地址仅限卫固镇园区东路）；

护肤品销售；植物产品加工技术咨询、服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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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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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植物护肤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子公司景郦生物的主营业务为玫瑰等植物种植及销售。 

（三）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资质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

取得的现行有效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证书如下： 

2017 年 6 月 29 日，林森生物取得了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化

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鲁妆 20170040），许可项目为一般液态单元（护肤

水类）、膏霜乳液单元（护肤清洁类）、腊基单元（腊基类），生产地址为山

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皇城玫瑰谷玫瑰大道南首路东，证书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关联方如下： 

1.公司的子公司 

（1）景郦生物 

经本所律师查阅景郦生物现持有的《营业执照》，景郦生物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淄博景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吕丽红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卫固镇镇政府东行 2 公里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20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6 月 20 日至 2027 年 6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香料植物的种植、繁育、观光展览；植物提取加工（生产地址仅限卫固镇园区东路）；



                                                  关于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 

 
27 

护肤品销售；植物产品加工技术咨询、服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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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100 

合计 6,000,000 100 

经本所律师查阅景郦生物的工商登记资料，景郦生物的股本演变如下： 

①2007 年 6 月 20 日，景郦生物设立 

2007 年 5 月 25 日，淄博市工商局核发《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淄）

名称预核字[2007]第 002869 号），核准孙玉明出资 90 万元、王新忠出资 10 万

元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淄博群力建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19 日，股东孙玉明、王新忠签署了《淄博群力建筑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孙玉明以货币出资 90 万元，

王新忠以货币出资 10 万元。 

2007 年 6 月 19 日，山东博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经

审验，截至 2007 年 6 月 19 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2007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取得淄博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其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孙玉明 90 90 

2 王新忠 10 10 

合计 100 100 

②2011 年 6 月 27 日，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孙玉明将其持有本公

司 90 万元股权中的 35 万元以 35 万元的价格依法转让给于景堂，55 万元以 55

万元的价格依法转让给吕丽红；同意股东王新忠将其持有本公司 10 万元股权以

10 万元的价格依法转让给于景堂；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1 年 6 月 27 日，孙玉明分别与吕丽红、于景堂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

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孙玉明将持有淄博房博士建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 55

万元、35 万元出资份额分别以 55 万元、35 万元转让给吕丽红、于景堂。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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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忠与于景堂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新忠将其持有淄博房博士建筑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的 10 万元出资额以 10 万元转让给于景堂。 

2011 年 6 月 27 日，全体股东于景堂、吕丽红签署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1 年 7 月 4 日，淄博市工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景郦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吕丽红 55 55 

2 于景堂 45 45 

合计 100 100 

③2015年 5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4 月 30 日，景郦生物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股东吕丽红将持

有的公司 55 万元股权以 55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淄博林森，同意于景堂将持有的

公司 45 万元股权以 45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淄博林森；同意修正后的公司章程，

同意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015 年 4 月 30 日，淄博林森分别与于景堂、吕丽红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2015 年 5 月 7 日，工商管理机构核准了本次股权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景郦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淄博林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00 100 

合计 100 100 

④2015年 7月，第一次增资 

2015年 7月 1日，景郦生物股东作出决议，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 万

元增加至 6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淄博林森全部以货币出资；通过了修正后

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7 月 13 日，景郦生物取得了淄博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景

郦生物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6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景郦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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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淄博林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600 100 

合计 600 100 

经核查，景郦生物的股权变动行为合法合规。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于景堂、吕丽红，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法律意见书“六、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持股 5%以上的股东 

（1）吕丽红，具体信息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之“（一）发起人”。 

（2）美因生物 

具体信息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

发起人”。 

4.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信息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 

5.其他主要关联方 

除上述已披露之关联方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也

为公司的关联方。 

6.除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以外，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企业 经营范围 持股／出资比例 关联关系 

1 
山东花沐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旅游开发和经营管理；旅游宣传促销策划；旅

游商品研发、制作、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施

建设；景区游览服务，文化传播；会议、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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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晨 40%； 

于景堂 39.84%； 

吕丽红 19.76%； 

于景柱 0.20%； 

吕新红 0.20% 

实际控制人

于景堂、吕

丽红共同控

制的企业 

2 

山东莱悦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

货投资咨询、不含消费储值及类似相关业务）；

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调研；会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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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景堂 99.5%； 

吕丽红 0.5% 

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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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东彩金商务

服务有限公司 

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不

含消费储值及类似相关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

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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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莱悦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 

4 
张店田缘玫瑰

护肤品商行 
护肤品零售 于景堂 100% 

实际控制人

在报告期内

控制的企

业，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注销 

5 
张店五木设备

经营部 

电器设备零售、安装、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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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景堂 100% 

6 

淄博高新区名

尚银泰城舞沙

化妆品店 

护肤品批发零售 于景堂 100% 

7 

淄博朵朵薇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中草药作物的种

植、加工、销售；展柜制作、加工、销售；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王华 90%； 

崔宏刚 10% 

实际控制人

于景堂的妹

妹在报告期

内曾经控制

的企业 

8 

淄博月亮草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预包装食品、护肤品、农产品销售；皮肤问题

咨询；植物护肤品配方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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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朵薇生物 100% 

9 

淄博美瓶儿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预包装食品、护肤品、农产品销售；皮肤问题

咨询；植物护肤品定制；植物护肤品配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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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朵薇生物 100% 

10 
广州美茹科技

有限公司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

售;通用机械设备零售;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

批发;植物提取物原料的销售（不含许可经营

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

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日用杂品综合零

售;帽零售;帽批发;鞋零售;鞋批发;服装批发;

服装零售;工艺品批发;工艺美术品零售;小饰

物、小礼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零售;建

材、装饰材料批发;室内装饰、装修;化工产品

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零售（危

险化学品除外）;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

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咨询、交

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材料的销售;商

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

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

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

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服

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

出口; 

  赵勇忠 10%； 

王华 90% 

 

报告期内实

际控制人于

景堂的妹夫

曾经控制的

公司 

7.报告期内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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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企业 经营范围 持股／出资比例 关联关系 

1 
上海香后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 

品牌策划，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工

艺礼品，日用百货，服装服饰，五金交电，机

电设备，机械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洗涤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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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宏刚 10%； 

  高英敏 90% 

报告期

内，公司

曾经的子

公司、孙

公司 

2 
山东美澜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电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转让；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手机软件的

研发、销售及技术转让；化妆品、护肤品原料、

农副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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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香后 100% 

3 
潍坊香后化妆

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化妆护肤品、护肤品原料、植物护肤品

智能定制机、农副产品（不含专营专控农产

品）；健康美容护肤信息咨询（不得从事诊疗

活动、心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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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香后 100% 

4 
滨州香后化妆

用品有限公司 

护肤品及原料销售，植物护肤品智能定制机销

售，农产品销售，化妆品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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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香后 100% 

5 

泰安市泰山区

林森化妆品有

限公司 

化妆品及原材料、农副产品、日用品、美容电

器设备销售，商品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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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香后 100%，已

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注销。 

6 
山东平玫玫瑰

制品有限公司 

玫瑰代用茶、玫瑰酱、玫瑰花水、玫瑰精油、

阿胶枣、阿胶核桃糕、化妆品及原料、植物原

料、植物油脂、蛋白肽、有机肥生产销售；花

卉种植经营；床上用品、美容仪、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日用百货、计算机及配件、家用电

器、五金产品、皮具、服装鞋帽、卫生洁具、

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建筑材料、包装材料批

发兼零售；玫瑰产品开发、技术转让、咨询及

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广告代理；会议及展

览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王华 100% 

（二）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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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1-2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淄博朵朵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 1,526,470.09 

山东平玫玫瑰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2,101,487.18 - 

广州美茹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 474,212.81 

于景堂 销售商品 38,504.30 134,197.20 256,728.39 

2016 年度公司向朵朵薇生物销售积存的花渣 935,470.14 元，销售玫瑰花种

苗 613,500.00 元。2017 年度公司向山东平玫玫瑰制品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均为植

物提取物，主要为植物蛋白肽。2016 年公司自广州美茹科技有限公司收入为销

售胞间质原液。公司为开拓市场，拓宽销售渠道，鼓励职工销售产品，报告期

内，于景堂向公司采购商品主要为植物护肤品及精油、纯露等植物提取物。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 1-2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山东平玫玫瑰制

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 209,124.36 - 

淄博朵朵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661,883.20 11,035,814.50 2,912,446.80 

广州美茹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2,245,256.41  

报告期内，公司向山东平玫玫瑰制品有限公司的采购主要为蛋白肽发酵素、

阿胶等原材料。报告期内，公司为满足生产需求自朵朵薇生物采购商品均为玫瑰

花、薰衣草、洋甘菊等原料。公司自广州美茹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发酵素等原材料。 

（3）关联租赁 

2014 年 10 月 1 日，于景堂、吕丽红（出租方）与淄博林森签署了《房屋

租赁合同》，约定于景堂、吕丽红将淄博市高新区汇金大厦一单元 701-702 室租

赁给公司用作办公场所使用，房屋建筑面积为379.05平方米，租赁期限为从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9 年 9 月 30 日，年租金为 10 万元，租金按季度支付。公司

在签署合同后 10 日内向出租方支付 1 万元作为租房押金。报告期内，实际控制

人为支持公司发展未收取租金。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于景堂签订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租赁合同，租赁期间为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为 129,600.00 元。报告期内，实际控

制人为支持公司发展未收取租金。2017 年 12 月 31 日于景堂将该部分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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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给公司，公司根据评估报告评估的机器设备价值 833,498.00 元计入了资本公

积。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报告期内，公司处于快速增长期，为满足资金需求，向关联方拆借资

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拆入 2018 年 1-2 月归还 2018 年 2 月 28 日 

吕丽红 5,273,843.22 491,000.00 1,120,000.00 4,644,843.22 

于景堂 3,100,584.90 5,680.88 1,557,071.73 1,549,194.05 

美因生物 980,140.00 - - 980,140.00 

花沐旅游 2,284,100.00 - - 2,284,100.00 

续表： 

关联方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拆入 2017 年度归还 2017年 12月 31日 

吕丽红 1,742,743.22 4,156,500.00 625,400.00 5,273,843.22 

于景堂 533,297.90 11,396,200.00 8,828,913.00 3,100,584.90 

美因生物 493,140.00 487,000.00  980,140.00 

花沐旅游 - 2,711,200.00 427,100.00 2,284,100.00 

朵朵薇生物 270,000.00 972,000.00 1,242,000.00 - 

续表： 

关联方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 年度拆入 2016 年度归还 2016年 12月 31日 

吕丽红 1,311,945.22 2,159,798.00 1,729,000.00 1,742,743.22 

于景堂 446,501.53 1,106,747.05 1,019,950.68 533,297.90 

美因生物 2,640.00 490,500.00 - 493,140.00 

朵朵薇生物  1,377,895.00 1,107,895.00 270,000.00 

（2）资金拆出 

单位：元 

关联方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1-2 月拆出 2018 年 1-2 月归还 2018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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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玫玫瑰制品

有限公司 
250,323.45 11,000.00 261,323.45 - 

广州美茹科技有限

公司 
223,000.00 - 223,000.00 - 

朵朵薇生物 9,181.00 - 9,181.00 - 

山东彩金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35,402.22 10,541.06 45,943.28 - 

续表： 

关联方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 年度拆出 2017 年度归还 2017年 12月 31日 

花沐旅游 842,800.00 4,383,140.00 5,225,940.00 - 

山东平玫玫瑰制品

有限公司 
183,307.57 1,220,385.45 1,153,369.57 250,323.45 

广州美茹科技有限

公司 
- 555,000.00 332,000.00 223,000.00 

朵朵薇生物 5,000.00 2,098,860.00 2,094,679.00 9,181.00 

山东彩金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 35,402.22 - 35,402.22 

续表： 

关联方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 年度拆出 2016 年度归还 2016年 12月 31日 

花沐旅游 - 2,100,205.00 1,257,405.00 842,800.00 

山东平玫玫瑰制品

有限公司 
101,807.57 81,500.00 - 183,307.57 

朵朵薇生物 5,000.00 548,000.00 548,000.00 5,000.00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2.28 2017.12.31 2016.12.31 

应收账款 山东平玫玫瑰制品有限公司 - - 64,337.88 

应收账款 广州美茹科技有限公司 - - 554,8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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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2.28 2017.12.31 2016.12.31 

预付款项 广州美茹科技有限公司 - - 375,000.00 

其他应收款 山东平玫玫瑰制品有限公司 - 250,323.45 183,307.57 

其他应收款 广州美茹科技有限公司 - 223,000.00 - 

其他应收款 花沐旅游 - - 842,800.00 

其他应收款 朵朵薇生物 - 9,181.00 5,000.00 

其他应收款 山东彩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35,402.22 - 

其他应收款 张衍鹏 - 3,000.00 3,000.00 

其他应收款 马少龙 - 2,500.00 4,762.00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2.28 2017.12.31 2016.12.31 

应付账款 朵朵薇生物 2,035,125.00 - 2,408,100.00 

应付账款 于景堂  - 29,398.08 

其他应付款 于景堂 1,549,194.05 3,100,584.90 533,297.90 

其他应付款 吕丽红 4,644,843.22 5,273,843.22 1,742,743.22 

其他应付款 美因生物 980,140.00 980,140.00 493,140.00 

其他应付款 花沐旅游 2,284,100.00 2,284,100.00  

其他应付款 朵朵薇生物 - - 270,000.00 

预收账款 于景堂 25,644.00 70,594.00 78,080.00 

预收账款 朵朵薇生物 - - 60,000.00 

4.关联担保 

（1）公司作为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于景堂 5,000,000.00 2017.07.06 2019.06.05 否 

（2）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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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担保人 担保总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于景堂、吕丽红 2,000,000.00 2017.06.30  2018.06.15  注 1 

注 1：该担保系于景堂、吕丽红为子公司景郦生物银行借款提供保证，子

公司银行借款已到期偿还完毕。2018 年 6 月 19 日，子公司景郦生物向齐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借款 3,000,000.00 元，于景堂、吕丽红提供担保。 

经核查，2018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确认公司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 1-2 月份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关联股东在审议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未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林森生物成立后，为规范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林森生物在《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对关联交易进行了相关规定，

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和关联人的认定、关联交易的回避

与表决、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与披露等作出了较为详细

的规定。 

（四）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景堂、吕丽红已签署《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内容如下： 

“1．本人将尽量避免本人以及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与公司

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自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

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

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2．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

联交易均将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

披露。 

3．本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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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林森生物实际控制人于景堂曾经控制的田缘玫瑰商行、

舞沙化妆品店、张店五木设备存在与林森生物同业竞争的情形，但均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注销，其基本信息详见本法律意见“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

关联方”。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景堂、吕丽红已签署《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内容如下：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避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本人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2.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合作经营）

从事直接或间接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3.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股东地位作出任何不利于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交

易或安排； 

4.不以任何方式从事可能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业务及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现有社会及客户资源阻碍或限制公司的独立发展；对外散

布不利于公司的消息或信息；利用本人的控制/股东地位施加影响，造成公司高

管、研发、技术等核心部门工作人员异常变更； 

5.不会利用知悉或获取的公司信息直接或间接实施任何可能损害公司的其

他竞争行为； 

6.本承诺可视为对公司、公司全体及每一位股东分别作出的承诺，如因未

履行上述承诺给上述各方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赔偿有关各方因此遭受的一切

损失并将所获得的利益归公司所有。” 

综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林森生物不存在与其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土地使用权。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产 

公司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房产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有 1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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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2,000平方米，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名称 房屋位置 面积（平方米） 房屋性质 所有权人 状态 

1 
钢构厂房、

室内板房 
临淄区皇城镇 12,000.00 

生产、展览、仓储、

办公 
林森生物 抵押 

上述房屋建筑物建于租赁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上，因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而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公司该项目建设符合规划要求，土地租赁程序合法

合规，被拆除的风险性较小。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景堂、吕丽红已出具承诺：

若因第三人主张权利或主管部门行使职权等原因，导致公司需要搬迁或因用地问

题被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对于公司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由其二人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公司该处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房产证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三）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 

根据公司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拥有以下注册商标： 

序号 
注册

人 
商标图形 注册号 使用类别 

注册有效 

期限 

权利取得

方式 

1 
淄博

林森  
6406614 

香精油; 花香料原料; 制香料香水用油; 

玫瑰油; 芳香剂(香精油); 化妆品用香

料; 美容面膜; 化妆剂; 化妆品; 带香

味的水; 

2010.03.28—

2020.03.27 
原始取得 

2 
淄博

林森  
6663557 

广告;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

品; 数据通讯网络上的在线广告; 户外

广告; 商业管理辅助; 为广告或销售组

织时装展览; 商业管理咨询(顾问); 进

出口代理; 替他人推销; 替他人采购

(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2010.07.14—

2020.07.13 
原始取得 

3 
淄博

林森  
6663559 

肥皂; 洗面奶; 柔发剂; 口红; 美容面

膜; 化妆品; 香水; 去斑霜; 指甲擦光

剂; 化妆粉; 

2010.03.28—

2020.03.27 
原始取得 

4 
淄博

林森 

 

 

7075963 

保健; 医疗辅助; 医疗诊所; 医药咨询; 

饮食营养指导; 整形外科; 远程医学服

务; 医院; 美容师服务; 美容院; 

2010.08.07— 

2020.08.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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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淄博

林森 

 

7121857 

广告; 户外广告; 数据通讯网络上的在

线广告;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

商品; 商业管理辅助; 商业管理咨询

(顾问); 为广告或销售组织时装展览; 

进出口代理; 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

购买商品或服务); 替他人推销; 

2010.09.07—

2020.09.06 
原始取得 

6 
淄博

林森 
 

7163717 

广告; 户外广告; 数据通讯网络上的在

线广告;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

商品; 商业管理辅助; 商业管理咨询

(顾问); 为广告或销售组织时装展览; 

进出口代理; 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

购买商品或服务); 替他人推销; 

2010.09.07—

2020.09.06 
原始取得 

7 
淄博

林森 
 

8392871 

芳香剂(香精油); 花香料原料; 玫瑰油; 

香精油; 化妆品用香料; 制香料香水用

油; 带香味的水; 化妆剂; 美容面膜; 

化妆品; 

 

2011.06.28—

2021.06.27 

 

原始取得 

8 
淄博

林森 
 

8392926 

补药(药); 胶丸; 洋参冲剂; 人用药; 药

草; 枸杞; 医用营养品; 净化剂; 杀虫

剂; 消毒纸巾; 

2011.06.28—

2021.06.27  
原始取得 

9 
淄博

林森 
 

 

8393081 

 

背心(马甲); 服装; 童装; 裤子; 鞋(脚

上的穿着物); 帽子; 袜; 手套(服装); 

长皮毛围巾(披肩); 腰带; 

2011.06.28—

2021.06.27 
原始取得 

10 
淄博

林森 
 

8741695 

芳香剂(香精油); 花香料原料; 玫瑰油; 

香精油; 化妆品用香料; 制香料香水用

油; 带香味的水; 化妆剂; 美容面膜; 

化妆品 

2011.10.21—

2021.10.20 
原始取得 

11 
淄博

林森 

 

9242682 

果冻(糖果); 非医用营养粉; 非医用营

养膏; 非医用营养液; 非医用营养胶囊; 

饼干; 蛋糕; 小蛋糕(糕点); 冰淇淋; 食

用芳香剂; 

2012.03.28—

2022.03.27 
原始取得 

12 
淄博

林森 
 

9242683 

食用花粉; 糖玫瑰; 油炸土豆片; 水果

片; 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 食用干花; 

食用果冻; 食用果冻.; 食物蛋白; 食用

蛋白; 

2012.03.28—

2022.03.27 
原始取得 

13 
淄博

林森 

 

9242684 

背包; 帆布背包; 旅行包; 旅行包(箱); 

皮革或皮革板制盒; 钱包; 钱包(小钱

袋); 手提包; 小皮夹; 用于装化妆用品

的手提包(空的); 

2012.04.07—

2022.04.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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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淄博

林森 
 

10249432 

广告; 数据通讯网络上的在线广告; 为

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 商业

管理和组织咨询; 特许经营的商业管

理; 进出口代理; 替他人推销; 人事管

理咨询; 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化; 会

计; 

2013.02.07—

2023.02.06 
原始取得 

15 
淄博

林森 

 

9952412 
会计; 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化; 人事

管理咨询; 

2014.06.07—

2024.06.06 
原始取得 

16 
淄博

林森 

 

12404248 

肉干; 肉松; 水果蜜饯; 糖渍水果; 水

果片; 以水果为主的零食小吃; 糖玫瑰; 

话梅; 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 口香糖

胶基; 

2014.09.21—

2024.09.20 
原始取得 

17 
淄博

林森 

 

12404291 

软糖(糖果); 果胶(软糖); 面包干; 饼

干; 谷粉制食品; 醋; 食用芳香剂; 茶; 

茶饮料; 糖; 

2014.09.21—

2024.09.20 
原始取得 

18 
淄博

林森 

 

12404448 

广告;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

品;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进出口代

理;替他人推销;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人

事管理咨询; 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

化; 会计; 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 

2014.09.21— 

2024.09.20  
原始取得 

19 
淄博

林森 

 

17661916 

进出口代理; 市场营销; 替他人推销; 

在计算机数据库中更新和维护数据; 药

品零售或批发服务; 广告; 计算机网络

上的在线广告; 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

上展示商品; 商业信息; 为商品和服务

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 

2016.09.28—

2026.09.27  
原始取得 

20 
淄博

林森 
 

17661571 

茶; 咖啡; 蜂蜜; 花粉健身膏; 糕点; 

谷粉制食品; 面粉; 以谷物为主的零食

小吃; 调味品; 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

叶; 

2016.10.07— 

2026.10.06 
原始取得 

21 
淄博

林森 
 

17661620 

果酒（含酒精）; 烧酒; 白酒; 利口酒; 

鸡尾酒; 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葡萄

酒; 含水果酒精饮料; 米酒; 酒精饮料

原汁; 

2016.10.07— 

2026.10.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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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淄博

林森 

 

18267179 

可下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 已录制的计

算机操作程序; 计步器; 手机; CD 盘

（音像）; 测量装置; 秤; 眼镜; 电源插

头转换器; 移动电源（可充电电池）; 

2016.12.14— 

2026.12.13 
原始取得 

23 
淄博

林森 

 

18267194 

化妆品生产设备; 磨粉机（机器）; 搅

拌机; 制牙膏设备; 压片机; 药物粉碎

机; 电搅拌器; 混合机（机器）; 离心碾

磨机; 包装机; 

2016.12.14— 

2026.12.13 
原始取得 

24 
景郦

生物 
 

16866167 

化妆用油; 化妆洗液; 香水; 化妆染料; 

化妆用收敛剂; 防晒剂; 去痱水; 花露

水; 增白霜; 化妆品; 

2016.6.28—

2026.6.27  
原始取得 

经本所律师核查《商标注册证书》，上述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为“淄博林森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尚未变更为“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

的说明，上述权利主体内容变更正在进行中，公司已承诺尽快完成变更。 

（四）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专利 

根据公司提供的专利证书等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以下专利权：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专利号 申请日 

1 林森生物 一种护肤品搅拌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0806550.7 2016-07-28 

2 林森生物 一种护肤品定制机出料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0802399.X 2016-07-28 

3 林森生物 一种护肤品散装加料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0802388.1 2016-07-28 

4 淄博林森 一种手动矩阵式护肤品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970645.8 2015-11-30 

5 淄博林森 护肤品定制机 外观设计 ZL201530491151.7 2015-11-30 

6 林森生物 一种护肤品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973269.8 2015-11-30 

7 林森生物 一种手动式护肤品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968024.6 2015-11-30 

8 林森生物 
一种应用于手动式护肤品定制

机的转盘 
实用新型 ZL201520968224.1 2015-11-30 

9 淄博林森 一种家庭用护肤品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652475.9 2015-08-27 

10 淄博林森 一种护肤品定制机出料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653085.3 201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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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淄博林森 矩阵式护肤品智能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653156.X 2015-08-27 

12 淄博林森 一种护肤品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384353.6  2015-06-06 

13 淄博林森 新型植物护肤品智能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384352.1 2015-06-06 

14 淄博林森 护肤品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678812.7 2014-11-13 

15 淄博林森 一种护肤品智能定制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465890.9 2014-08-14 

16 林森生物 液体或膏体的混合及搅拌装置 发明 ZL201210339413.3 2012-09-01 

经本所律师核查《专利证书》，部分专利权的权利人为“淄博林森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尚未变更为“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的说明，

上述权利主体内容变更正在进行中，公司已承诺尽快完成变更。 

（五）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著作权 

经核查，林森生物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一项著作权，具体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开发完成

日期 

权利取

得方式 

权利

范围 
登记号 

证书取

得时间 

1 

护肤品定制机嵌入式控

制系统软件[简称：定制

机嵌入式软件]V1.0 

淄博林森 2015.12.02 受让 
全部

权利 
2017SR209146 2017.5.25 

（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无偿使用的土地及房产 

1.2010年4月2日，淄博林森与卫固村村民委员会签署《土地租赁合同》，协

议约定公司承租对方位于卫固镇政府东延路以北岭顶路以西卫固村土地，租赁期

限30年，自2010年4月8日至2040年4月7日，租赁面积约103.96亩，其中建设用地

10亩，用于玫瑰等植物的种植、研发、产业开发、加工、观光及相关项目，租金

为每亩一年1000元，合计年租金为103,960元，以后每年4月8日前，公司应支付

对方下一年度的租赁费。从第四年开始，租赁费用除按1000元/亩计算外，还应

按照小麦增长比例同比增长。 

根据卫固村村委会、淄博保税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分别于2014年12月30日出

具的《证明》，“公司租用之土地系用于农业用途，且签订租赁合同已经依法经卫

固村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已依法按照《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公司租用土地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期限未超过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租用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且租赁合同已在园区管委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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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土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司已就租赁土地进行苗木种植、繁育、存放、

农产品存储及展示等事宜在园区管委会进行了备案”。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租

赁合同合法有效。 

2.2013年4月8日，林森生物与卫固村村民委员会签署《土地租赁合同》，合

同约定淄博林森租赁对方位于淄博市高新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农田土地，租

赁期限20年，自2013年4月8日至2033年4月8日，租赁面积约30.77亩，用于养殖

业利用事宜，租金为每亩一年1200元，并按每满三年在前一次租赁费标准的基础

上递增15%，外加每年按当地市场小麦上浮价格差价进行增长。以后每年的4月8

日公司向卫固村村民委员会交付下一年的土地租赁费和小麦递增款数。 

根据卫固村村委会、淄博保税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分别于2014年12月30日出

具的《证明》，“公司租用之土地系用于农业用途，且签订租赁合同已经依法经卫

固村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已依法按照《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公司租用土地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期限未超过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租用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且租赁合同已在园区管委会备案；

租用土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司已就租赁土地进行苗木种植、繁育、存放、

农产品存储及展示等事宜在园区管委会进行了备案”。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租

赁合同合法有效。 

3.2014年10月1日，于景堂、吕丽红（出租方）与淄博林森签署了《房屋租

赁合同》，约定于景堂、吕丽红将淄博市高新区汇金大厦一单元701-702室租赁给

公司用作办公场所使用，房屋建筑面积为379.05平方米，租赁期限为从2014年10

月1日至2029年9月30日，年租金为10万元，租金按季度支付。公司在签署合同后

10日内向出租方支付1万元作为租房押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书尚在办理中。根据2009年9月1日实

施的《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二条规定:

“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

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经本所

律师查阅出租方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本律师认为，租赁合同合法

有效。 

4.2015年5月1日，公司与临淄区皇城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约定镇政府将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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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岸的土地约3000亩无偿提供给公司用于玫瑰种植和经营，建设皇城玫瑰谷，

公司保证在2015年6月1日前种植完毕并保证成活，同时全面负责以后玫瑰谷的日

常养护管理，并享有对玫瑰花的采摘加工销售权。镇政府负责为公司提供建设用

地不少于20亩，费用由公司承担；并尽量提供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

配套服务，积极为公司申报、争取国家政策、项目等扶持。公司3年内在皇城镇

的投资应不少于2000万元，销售收入达到6000万元以上。协议有效期为50年，自

2015年5月1日至2065年5月1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协议合法有效。 

5.2016年3月1日，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人民政府与淄博林森签署《土地租赁

协议书》，协议约定镇政府将皇城镇崖付村西南、张皇路以北空闲土地租赁给乙

方使用。租赁土地为两块，淄河崖头以上土地面积为18.1亩，淄河崖头以下土地

面积为37.9亩，土地租赁期限为70年，从2016年3月1日至2086年2月28日，淄博

林森按照每年每亩2000斤小麦标准以现金方式向镇政府支付租赁费，粮食价格根

据当时的市场行情确定。土地租赁费从2016年3月1日开始，每年6月1日前支付到

位。淄河崖头以下面积37.9亩不支付租赁费。协议签订后，淄博林森进行工程建

设及以后经营，镇政府做好各种协调工作。 

经核查，合同租赁期限约定过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

一十四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的规定，

除此之外，本协议合法有效。 

（七）域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拥有域名4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注册所有人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1 hcxdz.cn 林森有限 2014.6.13 2019.6.13 

2 linsen18.com 林森有限 2008.5.15 2020.5.15 

3 linsenhy.com 林森有限 2009.2.24 2022.2.24 

4 rose18.com 林森有限 2004.4.12 2021.4.12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及控股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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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及控股公司的合同资料，核对了合同原件，

并就有关事实询问了公司及控股公司相关管理人员，从中确定了对公司及控股

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有重要影响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具体情况如下： 

1.销售合同 

序号 合同主体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合同期间 执行情况 

1 林森生物 
淄博正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蛋白肽 500.00 

2016.11.1- 

2018.10.30 
正在履行 

2 林森生物 
淄博正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蛋白肽 300.00 2018.6.2-2018.10.31 正在履行 

3 林森生物 
淄博宝华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多肽保湿添

加剂 
240.00 2018.5.20-2018.8.31 正在履行 

4 林森生物 
广州香极地香

料有限公司 
玫瑰精油 157.50 2018.5.29-2018.9.30 正在履行 

2.借款合同 

（1）2016 年 11 月 2 日，公司与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利

国际”）签订《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林森生物将《买卖

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一批设备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淄分局

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仲利国际。根据合同内容、融资租赁的特征以及

设定抵押登记事项，认定该“融资租赁”为抵押借款行为。公司借款金额为人

民币 13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11 月 2 日至 2019 年 11 月 4 日，按照合

同约定的 36 期进行分期还款。 

（2）2018 年 6 月 19 日，子公司景郦生物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

支行签订了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借款金额为 300.00 万元的《借款合同》（2018

年齐银借 1101 字 108 号）。该项借款的担保人为山东博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于景堂、吕丽红。 

（3）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利

国际”）签订《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林森生物将《买卖

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一批设备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淄分局

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仲利国际。根据合同内容、融资租赁的特征以及

设定抵押登记事项，认定该“融资租赁”为抵押借款行为。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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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按照合同约

定的 36 期进行分期还款。 

3.担保合同 

（1）2016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将一批设机器备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临淄分局进行了抵押登记。主要为公司与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

利国际”）签订的《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 130.00 万元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之“（一）、

2.借款合同”。 

（2）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与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签订《最

高额抵押合同》（济宁银行淄博分行最高抵字第 201707060501-04 号），被担保

的债权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与于景堂 2017 年 7 月 6 日至 2027 年

7 月 5 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抵押物价值为

11,516,800 元。 

（3）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与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济宁银行淄博分行最高保字第 201707060501-01 号），被担保

的债权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与于景堂 2017 年 7 月 6 日至 2019 年

6 月 5 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4）2018 年 5 月 8 日，公司将一批机器设备在淄博市工商局临淄分局进

行了抵押登记，主要为公司与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利国际”）

签订的《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 183.00 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之“（一）、2.借款

合同”。 

（二）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不存在由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

等方面原因引发的的侵权之债。 

（三）根据公司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已经披露的相关内容外的其他债权

债务及关联担保。 

（四）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

款、其他应付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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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元） 账龄 计提坏账准备（元）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金 420,000.00 注 1 82,000.00 

靖大鹏 借款 300,000.00 1 年以内 15,000.00 

山东博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金 200,000.00 1 年以内 10,000.00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金 30,000.00 1 年以内 1,500.00 

付磊 备用金 22,690.24 1 年以内 1,134.51 

合计  972,690.24  109,634.51 

注 1：1 至 2 年 220,000.00 元，2 至 3 年 200,000.00 元。 

2.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余额（元） 账龄 占应付账款比例 

吕丽红 借款 4,644,843.22 
1 年以内 3788000.00、1-2

年 856843.22 
42.09% 

山东花沐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往来款 2,284,100.00 1 年以内 20.70% 

于景堂 借款 1,549,194.05 1 年以内 14.04% 

淄博正坤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往来款 1,106,837.62 1-2 年 10.03% 

淄博美因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往来款 980,140.00 

1 年以内 479140.00、2-3

年 501000.00 
8.88% 

合计  10,565,114.89  95.73%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因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发生。  

 

    十二、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公司设立至今的增资、减资等事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

股本及演变”；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增资、减资行为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二）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合并、分立、收购或出售重大资产等行为。 

（三）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拟进行重大资产置

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划或意向。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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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上述重大资产变化的行为已经履行了内部

审批手续，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现行《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1.2016 年 9 月，淄博林森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按照《公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原则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制

定了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2016 年 9 月 29 日，《公司章程》在淄博市

工商局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2.2017 年 3 月 27 日，林森生物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将公司的经营范围修改

为“护肤类化妆品生产、销售；化妆品及原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

料、机电设备、制冷设备、五金交电、电线电缆、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

产品、仪器仪表、汽摩配件、水管阀门、卫生洁具、日用百货、橡塑制品、皮

具、服装鞋帽、针织品、工艺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办公设备、计算机及

配件、包装材料、电动工具、管道配件、轴承、食品、饮品销售；植物产品加

工技术咨询、服务、转让；货物进出口服务；智能物联网设备开发、组装、销

售；生物制剂研发、植物提取物（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生物油

脂、植物化学品、功能蛋白肽、氨基酸研发、生产、销售；种苗销售”，修改了

公司章程。2017 年 4 月 12 日，《公司章程》在淄博市工商局办理了备案登记手

续。 

3.2018 年 6 月 12 日，林森生物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折

股依据进行了添加，对公司的通知形式进行了补充。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

章程》在淄博市工商局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二）《公司章程》内容的合法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现行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公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均经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履行了法定程序，公司章程的内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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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股份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股份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目前运作正

常。同时，公司董事会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公

司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股份公司制订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主要对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提案与

通知、股东大会的召开、股东大会的表决与决议、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其他事

项等 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股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对会议的召集和通知、会议提案、会议召开、

会议表决、会议记录与决议等内容作了规定，以确保董事会能高效运作和科学

决 策。 

股份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了会议的召集和通知、会议议案、会议

召开、会议表决、会议决议和记录等内容，保障了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

监督权。 

本所律师认为，林森生物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

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等公司治理结构，制定了健全

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三）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历次授权及重大决策行为 

经核查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决议等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

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授权或重大决策，均履行了《公司法》、《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其他内部规章制度所

规定的决策程序，该等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林森生物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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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成员 

林森生物现任 5 名董事的简历如下： 

（1）董事长于景堂，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12 月出

生，专科学历，IFA 国际芳疗师。2002 年 11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临淄区敬仲

镇林森玫瑰制品厂厂长；2005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历任淄博林森总经理、

执行董事、董事长；2011 年 6 月至今，任景郦生物监事；2016 年 9 月至今,任

林森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 

（2）董事于景柱，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 5 月出生，

高中学历。1996 年至 2005 年，从事个体经营；2005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

淄博林森生产部经理；2016 年 9 月至今，任林森生物董事。 

（3）董事吕丽红，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 5 月出生，

大专学历。2002 年自主创业，从事植物护肤美容的深度研究；2005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任淄博林森监事；2011 年 6 月至今，任景郦生物执行董事兼经理；

2012 年 9 月至今，任上海香后监事；2016 年 9 月至今，任林森生物董事、副总

经理。 

（4）董事吕新红，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 年 12 月出生，

大专学历。2002 年 7 月至 2004 年 4 月，任淄博市临淄中利旅行社有限公司导

游、市场部经理；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11 月，任淄博宜达旅行社有限公司计

调；200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淄博林森市场业务部经理；2016 年 9 月至

今任林森生物市场业务部经理、董事。 

（5）董事杨美荣，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 3 月出生，

高中学历。1996 年至 2005 年，从事个体经营；2005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担

任淄博林森生产部副经理；2016 年 9 月至今，任林森生物采购部经理、董事。 

2．监事会成员 

林森生物现任 3 名监事的简历如下： 

（1）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邱芹，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81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王村小学美

术教师；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任淄博良明印刷厂平面设计师；2006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历任淄博林森电子商务部销售经理、客户服务部经理；2016

年 9 月至今，任林森生物监事会主席、客户服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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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王新纲，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 年 11 月出生，

本科学历。2001 年 2 月至 2012 年 10 月，任山东中轩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

主管；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9 月，任淄博林森研发部经理；2016 年 9 月至今，

任林森生物监事。 

（3）职工代表监事张衍鹏，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 9

月出生，专科学历。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6 月，任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网络管理员；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运维工程师；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3 月，任淄川区广播电视局电台网络

技术主管；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6 月，任淄博元和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网络维

护主管；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历任淄博汇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网络主

管、生产主管；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淄博林森研发部经理；2016 年

9 月至今，任林森生物监事、研发部经理。 

3．高级管理人员 

林森生物现任 3 名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如下： 

（1）总经理于景堂，简历详见本法律意见“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之“（一）、1．董事会成员”部分。 

（2）副总经理吕丽红，简历详见本法律意见“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之“（一）、1．董事会成员”部分。 

（3）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马少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6 年 7 月出生，专科学历。2008 年 5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玖龙纸业（天津）

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山东长运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淄博林森财务经理；2016 年 9 月

至今，任林森生物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 

（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的会议文件，报告期内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变化情况如下： 

1.董事的变化情况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有限公司设董事会，由于景堂、于

九周、吕孟尧组成，其中于景堂为董事长。 

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关于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 

 
52 

举于景堂、吕丽红、于景柱、吕新红、杨美荣为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其中于景堂为董事长。 

2.监事的变化情况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有限公司未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

由吕丽红担任。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邱芹、张衍鹏为股份公司第一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王新纲为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一起组成股份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其中邱芹为监事会主席。 

3.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由于景堂担任淄博林森经理。 

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于景堂为公

司总经理，聘任吕丽红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马少龙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

负责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变化

情况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均因《公司章程》规定、经营管理需要等原因而发

生，并没有构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没有对公司持续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两年及一期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三）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股份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书》，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具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四）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经了解股票挂牌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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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知悉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五）依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出具的声明及调查

表并经本所律师互联网检索，该等人员不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

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竞业禁止方面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六）依据董监高、核心人员出具的声明及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互联网检

索，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人员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

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六、公司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股份公司适用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内林森生物及其控股子公司适用

的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7%、11%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12.5% 

城建税 应交流转税 7% 

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 2%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应交流转税 1%、0.5% 

（二）税收优惠 

1.增值税 

子公司景郦生物属于花卉种植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列》第十五条，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公司外购的农产品直接对外出售，不属于免征增值税范围，根据财税〔2017〕

37 号文件，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销售农产品的税率从 13%调整为 11%。 

2.企业所得税 

子公司景郦生物属于花卉种植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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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

性收费的通知》（鲁政办字﹝2017）83 号），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比例由 1%调整为 0.5%。 

（三）纳税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主管税收征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四）公司及其控股的公司收到的财政补贴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收到的财政补贴如下： 

1.2016 年 12 月 26 日，淄博市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规模企业公司制改制

并到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扶持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淄财企指［2016］215

号）。根据该通知，林森生物改制中介费用补助为 20 万元，其中市级补助 8 万

元，区县级补助 12 万元。2017 年 1 月 19 日，林森生物收到淄博市临淄区财政

局拨付的资金 8 万元。2017 年 3 月 15 日，林森生物收到淄博市临淄区财政局

拨付的资金 12 万元。 

2.2017 年 7 月 13 日，淄博市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规模企业公司制改制并

到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扶持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淄财企指[2017]82 号。根

据该通知，2017 年 8 月 21 日，林森生物收到淄博市临淄区财政局拨付的资金

20 万元。 

3.2017 年 12 月 11 日，淄博市临淄区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7 年省级区

域战略推进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临财建指[2017]20 号）。根据该文件，

淄博市临淄区财政局向皇城镇财政所下达 2017年区域战略推进专项资金 800万

元，支出分类科目列 2017 年“2120303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2018 年 2 月 5

日，林森生物收到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人民政府拨付的资金 800 万元。 

4.2017 年 12 月 13 日，淄博市财政局下发《关于下达 2017 年度山东省金融

创新发展引导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淄财企指［2017］17 号）。根据该通知，

林森生物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获得奖励 10 万元。2018 年 1 月 25 日，

林森生物收到淄博市临淄区财政局拨付的金融创新发展引导资金 10 万元。 

经核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收到的财政补贴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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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相关合同取得，收到的财政补贴真实、有效。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活动中的环境保护 

2010 年 10 月 19 日，淄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局出具批复意见（淄

高新环报告表[2010]79 号），同意在申报地点建设植物提取加工项目。 

2012 年 8 月 15 日，淄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局出具验收意见（淄

高新环验[2012]108 号），认定植物提取加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

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审批要

求，同意植物提取加工项目通过环保验收。 

2016 年 7 月 25 日，淄博市环保局临淄分局核发《关于淄博林森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林森创新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临环审字

[2016]075 号），经审查，林森创新产业园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落实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能达到环境保护要求，

同意该项目按照环评工艺及地点进行建设。 

2017 年 9 月 27 日，淄博市环保局临淄分局核发《关于山东林森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林森创新产业园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认定林森创新产

业园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登记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

施和审批要求，治污设施到位，环境保护措施合理，环境管理制度完善，项目

建设符合申报工艺和环评厂址等要求。 

综上，经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符合我国现

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环境保护的要求，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根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

公司说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经本所

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经取得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证书，详见本法律

意见书“八、公司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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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公司的劳动用工与社会保障 

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及劳动合同，并经本所访谈相关人

员，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员工总数为 48 人，均签署了

劳动合同。公司为 16 名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2 名员工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工

作尚未办理完成，其余 28 人按各自户籍所在地的规定参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 人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均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公司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存在因未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而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但根据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

的证明，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不存在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而被处

罚的情况，且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景堂、吕丽红已经出具书面承诺：“公司若因在

报告期内未为全体员工缴纳、未足额缴纳或未及时缴纳五险一金受到政府主管

部门或其他有权机构对其予以追缴、补缴、收取滞纳金或处罚；或发生员工因

报告期内公司未为其缴纳、未足额缴纳或未及时缴纳五险一金向公司要求补缴、

追索相关费用、要求有权机关追究的行政责任或就此提起诉讼、仲裁等情形，

本人承担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以及产生的其他全部费用，且在承担相关责任后

不向公司追偿，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本人将促使公司全面执行法

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全体

在册员工建立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构成本次挂牌

的实质性障碍。 

    十九、合法合规经营 

根据工商、税务、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及公司出具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亦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根据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公司在

挂牌期间遵守相关规则制度，不存在因违反相关规则制度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书面说明及其他相关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关于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 

 
57 

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主要股东均不存在影响其现有地位的

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经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推荐机构  

股份公司已聘请江海证券担任本次申请股票挂牌的推荐机构。经核查，上

述推荐机构已被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授予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资格。 

  

    二十二、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业务规则》、《管理办法》、《基本标准指引》及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林森生物申请股票挂牌符合《业务规则》、《管

理办法》、《基本标准指引》规定的事项及其他与申请股票挂牌有关的法律问题

进行核查和验证后认为，林森生物已符合《业务规则》、《管理办法》、《基本标

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相关条件，申请进入全国股转

系统进行股票挂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尚需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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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林森生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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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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