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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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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根据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股份公司”、“公司”）签订的《关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挂牌框架协议》，接受股份公司的委托担任其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其

他有关规定和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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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已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

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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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与本次挂牌转让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本次挂牌申请的合法性、合规

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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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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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股份公司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核要求，在《公开转让

说明书》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股份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股份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股份公司、推荐主办券商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以及与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

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股份公司本次挂牌转让的合法性及对本

次挂牌转让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股份公司的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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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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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发表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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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或股份公司 

或恒丰达 

指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或恒丰达有限 
指 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飞泓达 指 宁波飞泓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本次申请挂牌 

或本次挂牌 
指 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中国证监会 

或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或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劳动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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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主办券商 

或推荐主办券商 

或西部证券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中联 

或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杰森律所 

或本所 
指 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 

公司章程 

或《公司章程》 
指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或三会规则 
指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报告期 指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 1月－2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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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挂牌转让的批准程序及内容 

1．2018年 5月 5日，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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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和《关于

提请授权董事会代表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权办理申请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决议召开股份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就前述议案和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2018年 5月 21日，股份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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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代表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权办理申请进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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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本次挂牌，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挂牌的相关事宜。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与西部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书》，委托西部证券为公司本次挂牌的推荐主办券商。 

（二）本次挂牌转让的批准程序及内容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的股东不超过

200人，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的公司申请其股

票公开转让，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审查”之

规定，股份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属于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的情形，本次挂牌由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

司章程》，前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决议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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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公司已与推荐主办券商

签订相关协议，推荐主办券商同意推荐挂牌。推荐主办券商已于 2013 年 3月 21 

日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3]87

号）。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已取得股份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推荐

主办券商具备担任公司本次挂牌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依法设立 

公司系由恒丰达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2007 年 5 月 25 日，天津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辰分局为恒丰达有限核发了注册号为 1201132010216《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自此依法设立。2017 年 1 月 12 日，股份公司取得天津市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36603452587 的《营

业执照》，恒丰达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至此完成。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兴安路 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120 113 660 345 258 7 

法定代表人 李贺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塑料包装制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防静电产品、

纸制品、印刷制品、木制品加工、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

（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易制毒品除外）、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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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销售；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

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 二 00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经营期限 至长期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是由恒丰达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在上述变

更过程中，公司履行了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并办理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变更设立。 

（二）公司有效存续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公司为长期存续的股份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设立及历次

变更均符合《公司法》、恒丰达有限《章程》的规定，通过了历年年度工商年检，

公司合法有效存续。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者

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等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中约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公

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协议及其他使其财产或者行为受约束的文件不存在影

响其合法有效存续的法律障碍。根据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相

关证明文件以及工商档案的记载，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现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

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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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经本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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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核查，并参照其他相关专业机构的专业意见，本所律师认为：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股份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取得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36603452587 的《营业执照》，股份公司依法设

立。股份公司的前身为恒丰达有限，系 2007 年 5月 25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北辰分局依法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 12 月 5 日，恒丰达有限通

过临时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6）A－024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恒丰达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23,146,927.62 元，折合为股份公

司股本总额为 2000 万股，每股面值 1元，余额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依法成立的恒丰达有限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

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

算。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

第 2.1 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审计报告》、主办券商的《公开转

让说明书》、业务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两年业务

明确，主要从事公司主要从事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

塑料保护膜、塑料托盘、载带、塑料片材等包装材料，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等电

子产品和食品的生产周转及销售包装。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 号《审计报告》，恒丰达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 1-2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63,276,089.90 元、

108,739,050.39元、22,028,479.75元，均占营业收入的 99%以上，公司主营业

务明确。 

2．根据《公司章程》、《审计报告》、公司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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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持有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劳务支出等持续经营记录，已通过历

次工商年检，自成立以来持续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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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不存

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终止、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宣告破产

等影响其正常存续和经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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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制定了《天津恒丰达塑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天津恒

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天津恒丰达塑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办法》、《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天津恒丰达塑业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等一系列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较为完备。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

设立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能

够按照股份公司治理制度有效运行及规范运作，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

责，保护股东权益。 

2．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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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且： 

（1）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最近 24 个月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现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2）根据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

披露的以外，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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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 号《审计报告》，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年 2月 28日，公司不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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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 

1、股权明晰 

公司设立、历次股权转让、注册资本变更均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办理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或提供了出资、股权转让文件，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

设立及变更登记手续，履行了法定程序。 

恒丰达有限以其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

立股份公司，所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未超过公司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且每股的条

件和价格相同，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各发起人均已足额缴纳了出资；上述整

体变更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股份公司营业执照，履

行了法定程序。除 2017 年 3月 24日依法增资外（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

的股本及演变：（四）股份公司的变更”部分），股份公司设立后，至今未发生任

何股份转让行为和其他增资行为。 



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                              杰森律证字[2018]009 号法律意见书 

8 
 

根据公司工商档案、相关证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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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股权结构

清晰，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真实、有效持有，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

他任何方式代替他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股份质押、司法查封冻结等限

制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股份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2、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最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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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24 个月前目前

仍处于持续状态之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恒丰达及其子公司自设立之日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行过股票，历次股权转让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股权转让合法合规。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关于公司股票的限售安排，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业务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公司设立后，股份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

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款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与西部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委托西部证券担任公司本次挂牌的推荐主办券商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推荐挂

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约定，西部证券应当依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

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地履行推荐

挂牌及持续督导职责，不得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西部证券已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关于推荐主

办券商的业务规则要求和《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的约定，完成了尽职调

查和内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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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经本所律师核查，西部证券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出具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3]87号），具备担任公司

本次挂牌推荐主办券商的业务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已获得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

规则》第 2.1 条第（五）款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关于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各项实质条件。 

公司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四、公司的设立 

（一）有限公司的设立 

恒丰达有限的设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一）恒丰

达有限的设立”部分。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程序、条件和方式 

股份公司系在恒丰达有限的基础上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其设立程序如

下： 

1．2016 年 11 月 16 日，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6）A－0241 号

《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恒丰达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23,146,927.62元。 

2016 年 11 月 18 日，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6）A-007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恒丰达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2873.47万元。 

2．2016 年 12 月 5 日，恒丰达有限股东召开股东会，同意恒丰达有限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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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23,146,927.62 元，按 1:0.864 比例折合成 20,000,000.00

股份（每股面值 1 元），余额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4 日，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市局）登记

内名变核字[2016]第 009946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恒丰达有限变

更设立的股份公司名称为“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3．2016 年 12 月 6日，恒丰达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就恒

丰达有限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4．2016 年 12 月 15 日，恒丰达有限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韩立鹏为拟

设立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5．2016 年 12 月 23日，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验字（2016）A－0038 号

《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6 年 12月 23日止，股份公司（筹）已收到全

体股东以其拥有的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止的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净

资产折合的股本 2000 万元整。 

6．2016 年 12 月 23 日，股份公司(筹）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章程、股份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

设立股份公司等议案，并选举产生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 

7．2017 年 1 月 12 日，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公司核发了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36603452587 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天津恒丰

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旺安路 11 号；法定代

表人为李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为塑料包装制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防静电产品、纸

制品、印刷制品、木制品加工、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

外）；五金、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计算机及外围

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包装材料销售；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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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股份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及各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贺 18,600,000 93.00 净资产折股 

2 张涛 700,000 3.50 净资产折股 

3 云虎 700,000 3.5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20,000,000 100.00 ——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设立程序、条件、方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 

（三）《发起人协议书》的签署 

2016 年 12 月 6日，恒丰达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约定股

份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股份总额为 2000万股，以恒丰达有限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23,146,927.62 元按 1:0.864 折合成

20,000,000.00股份（每股面值 1元），余额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本所律师认为，《发起人协议书》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真实、合法、有效，股份公司的设立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纠纷和风险。 

（四）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审计、评估和验资 

1．2016 年 11 月 16日，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6）A- 0241号

《审计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恒丰达有限的净资产值为

23,146,927.62元。 

2.2016 年 11 月 18日，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6）A-007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恒丰达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2873.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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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年 12 月 23日，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验字（2016）A－0038 号

《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6 年 12月 23日止，股份公司（筹）已收到全

体股东以其拥有的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止的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净

资产折合的股本 2000 万元整。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具上述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书和验资报告的中介机

构均合法有效存续并具有出具该等报告的资格，出具的该等报告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在设立过程中履行了审计、评估、验资等必要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创立大会 

2016 年 12 月 23 日，股份公司(筹）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章程、股份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设立

股份公司等议案，并选举产生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成员。 

本所律师认为，创立大会的召开、表决程序、所议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创立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股份公司设立登记 

2017 年 1月 12 日，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向股份公司核发了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36603452587 的《营业执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设立履行了适当的法律程序并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公司的设立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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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塑料包

装制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防静电产品、纸制品、印刷制品、

木制品加工、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建筑

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日用百货、

办公用品、包装材料销售；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

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

按规定办理） 

根据公司提供的重大业务合同、《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资料，公司主要从

事公司主要从事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塑料保护膜、

塑料托盘、载带、塑料片材等包装材料，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和食品

的生产周转及销售包装。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与其《营业执照》

所记载的经营范围相符。公司设置了业务经营所需的销售部、生产部、计划部、

储运部、研发部、质量部、人事行政部、采购部、财务部九大部门，具有完整的

业务流程、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及独立的业务运营能力。公司业务具有相应的关

键资源要素,该等资源要素组成具有投入、处理和产出能力,能够与公司的商业合

同､收入或成本费用等相匹配｡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公司的业务收入来源于其独立的经营活动，

不存在依赖于公司之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或其他关联人的情形，公司股东无控制

的其他企业，因此，不存在股东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公司与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权益的情形。

公司在生产经营及管理上独立运作方面，没有发现有依赖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

情形。另，公司主要股东均书面承诺不从事与公司相同、相近或类似的业务或项

目，以避免与公司产生新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业务独立于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

失公允的关联交易。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独立、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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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资产的独立性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全体发起人在整体变更恒丰达有限的基础上

共同发起设立，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验字（2016）A－0038 号《验资报

告》，全体发起人以其持有恒丰达有限的股权对应净资产出资，股份公司的出资

已足额到位。 

2、公司通过购买、申请等方式合法拥有与其经营相适应的车辆、办公设备、

研发生产设备、办公场所、知识产权等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独立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相关资产产权清晰。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资产不存在法律纠纷，也不存在被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占用等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为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资产产权清晰，独立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资产独立。 

（三）公司人员的独立性 

1．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均系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股东大会、职工代表

大会、董事会选举或者聘任，不存在超越股份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人事任免

决定。 

2．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控制、参股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或者在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控制、

参股的其他企业中领取薪酬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财务人员在持股 5%以上股东

及其控制、参股的其他企业中兼职的情况。 

3、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名

册抽样核查劳动合同，以及公司提供的工资明细表、员工社保缴费凭证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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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的劳动人事及组织关系、薪酬待遇、社会保险等均由公司行政部门独立

管理，公司有独立的劳动、人事、工资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公司已按照《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或离退休人员返聘协

议。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人员独立。 

（四）公司财务的独立性 

1．根据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建立了独立

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拥有独立的财务人员，能够独

立做出财务决策，根据自身经营的需要决定资金使用事宜。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规

范，财务人员独立。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持有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换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1100018091405，编号：1100-01063998)，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开立了基本存款账户，账号为

12001815700052515808，公司基本账户独立，不存在与其他任何主体共用银行账

户的情形。 

3.公司作为独立纳税人，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纳税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财务独立。 

（五）公司机构的独立性 

1．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依法定程序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聘请

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了完善的法

人治理结构，该等组织机构能够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行使决策、管理、经营或

监督职能，独立于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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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内部的各职能组织机构包括销售部、

生产部、计划部、储运部、研发部、质量部、人事行政部、采购部、财务部九大

部门。公司各职能部门依据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要求各司其能、规范

运行，不存在受少数股东控制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管理及生产经营机构，各机构

的设置和运行均独立于公司股东，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等情形，机构人员无相互兼职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业务、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方面均具有独立性，独立于各股东或各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具

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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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起人及资格 

公司系由恒丰达有限于 2017年 1月 12 日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股

份公司设立时的发起人共 3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根据公司的《发起人协议》、

公司的说明及发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恒丰达设立时发起人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1） 李贺，男，1974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

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津沽公路石油新村，身份证号为 220 222 1974 1001 ****。 

（2） 张涛，男，1982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

为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身份证号为 370 681 1982 0604 ****。 

（3）云虎，男，1974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

北京市朝阳区外企服务公司朝阳门南大街，身份证号为 510 129 1974 0210 ****。 

综上，股份公司设立时的发起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住所地在中国

境内、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股份公司设立时的全部发起人均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公司投资人资格的规定。 

2.发起人的出资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全体发起人以其各自拥有的恒丰达有限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审

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合为股份公司注册资本的方式对股份公司进行出资，共同发

起设立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的出资情况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贺 18,600,000 93.00 净资产折股 

2 张涛 700,000 3.50 净资产折股 

3 云虎 700,000 3.5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20,00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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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权属清晰明确，各

发起人以其各自拥有的恒丰达有限账面净资产投入股份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障

碍。 

（二）公司的股东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于 2017年 3月 24 日进行了一

次增资，有关前述增资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四）

股份公司的变更”。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东及股权情况如下： 

1.公司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股东为李贺、张涛、云虎，均为自然人股东。公司股东的基本情况见本

法律意见书“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公司的发起人”部

分。 

2．公司现各股东出资和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份额（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 贺 18,600,000 83.04 

净资产折股 

2 
张 涛 

700,000 

10.00 

净资产折股 

1540,000 
货币 

3 
云 虎 

700,000 

6.96 

净资产折股 

860,000 
货币 

合计 22,400,000 100.00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东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住所

地在中国境内、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现有股

东的人数、主体资格、住所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股东

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其他转让限制，也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                              杰森律证字[2018]009 号法律意见书 

19 
 

3.股东的出资资格 

（1）公司共有 3 名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且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全体股东不存在《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1984]27 号）、

《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

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中纪发[2000]4 号）、《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执行）》（中纪发[2001]2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

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办发[1988]1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

行）（军令[2018]5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适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身份适格。 

（2）通过核查本所律师发放的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工作经历、单位任职情

况、对外投资情况、近亲属工作信息情况等内容的《股东调查及承诺表》，本所

律师认为关于股东对公司投资的资金均由其以合法方式取得，不存在向公司借

款、也不存在由公司为其担保的情形，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信托、代

持的情况，亦未与他人就持有公司股份签署过任何信托的协议。 

（3）经核查，公司股东的人数、住所及出资比例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适格，不存在法律、法规或任职单位规定不

适合担任股东的情形。 

4．公司及其股东的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

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相关登记及备案

程序；公司股东均为自然人，无需进行相关登记及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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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东李贺直接持有公司 186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83.04％，持股比例超过 50%，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所律师认为，李贺作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并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能够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定李

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充分、合理的。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贺出具了关于个人诚信状况的声明：“一、最

近两年内本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二、本人不存在因涉嫌违

反法律法规受到刑事、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三、最近两年内本人不存在对所任

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

四、本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五、最近两年内本人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公开谴责等情况”。 

经公司说明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未发生变更，且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个人信用报告》、实际控制人户籍所在地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登录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查询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诉讼、仲裁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李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四）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有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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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存在法律、法规及任职单位规定的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其出资合法、合规，出

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及其股东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登

记。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恒丰达有限的设立 

2007 年 5月 15 日，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恒丰达有限核发（北辰）登记

内名预核字[2007]第 001483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由朱斌、高永

廷、吴震出资设立的企业名称为“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07 年 5月 24 日，朱斌、高永廷、吴震共同签署恒丰达有限公司章程，约

定：公司名称为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为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注

册资本为 50 万元，经营范围为塑料包装制品加工、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以登

记机关依法核准为准）。 

2007 年 5 月 24 日，天津市安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津安泰验字

（2007）第 A－349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07 年 5 月 24 日止，恒丰

达有限已收到朱斌、吴震和高永廷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15000元，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 23%。 

2007年 5月 25日，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辰分局为恒丰达有限核发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201132010216）。公司名称为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

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注册资本为

50万元，实收资本为 11.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斌；经营范围为塑料包装制品

加工、销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恒丰达有限设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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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姓名 

认缴情况 设立时实际缴付 分期缴付 

缴付期限 出资额 

（万元） 

出

资 

方

式 

持股 

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出

资 

比

例 

出资

方式 

分期缴

纳次数 

出资额 

（万元） 

出

资

方

式 

朱  斌 17 
货

币 
34 10 20 货币 第一次 7 

货

币 
2009.5.23 

高永廷 17 
货

币 
34 0.8 1.6 货币 第一次 16.2 

货

币 
2009.5.23 

吴  震 16 
货

币 
32 0.7 1.4 货币 第一次 15.3 

货

币 
2009.5.23 

（二）恒丰达有限的变更 

1.恒丰达有限的股权变更 

（1）2009年 6 月，变更实收资本 

1）内部程序 

2009 年 6月 17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注册资本 50万元，

分二期出资，本期为第二次出资，出资额为 38.5 万元，由朱斌出资 7 万元，高

永廷出资 16.2万元，吴震出资 15.3万元；增加经营范围。2009年 6月 30日，

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验资报告 

2009 年 6 月 23 日，天津联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津联成验字

（2009）第 083 号《验资报告》：根据协议、章程修正案的规定，恒丰达有限登

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应由全体股东分 2 期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之前

缴足。本次出资为第 2 期，出资额为人民币 38.5 万元，由朱斌、高永廷和吴震

于 2009 年 6月 19日之前缴足，经审验确认，截至 2009年 6月 19日止，恒丰达

有限已收到朱斌、高永廷和吴震缴纳的第 2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人民币

叁拾捌万伍仟元，恒丰达有限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叁拾捌万伍仟元，各股东以货

币出资 3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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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商登记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恒丰达有限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朱  斌 17 34 货币 

2 高永廷 17 34 货币 

3 吴  震 16 32 货币 

合计 50 100 —— 

（2）2010 年 9 月，增加注册资本（第一次增资） 

1）内部程序 

2010 年 9 月 25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注册资本由 50 万元增

至 150 万元。其中朱斌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以货币方式缴付 34 万元，高永廷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以货币方式缴付 34 万元，吴震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以货币方

式缴付 32万元。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验资报告 

2010 年 9 月 26 日，天津市安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津安泰验字

（2010）第 454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0年 9月 26日止，恒丰达有

限已收到朱斌、高永廷和吴震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0,000 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1,000,000 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

的 100%。 

3）工商登记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恒丰达有限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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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朱  斌 51 34 货币 

2 高永廷 51 34 货币 

3 吴  震 48 32 货币 

合计 150 100 —— 

（3）2012年 11 月，变更股东（第一次股权转让） 

1）内部程序 

2012 年 11月 28 日，经恒丰达有限（原）股东会决议通过，1、废止原章程

制定新章程；2、变更股东。恒丰达有限（新）股东会决议通过，1、新股东会成

立；2、一致通过章程修正案；3、一致同意转股协议；4、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增加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5、免去原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杨树林职务，选举李贺为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6、免去原吴震监事职务，

选举刘太忠为监事。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2 年 11月 28 日，朱斌与刘太忠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斌将其

持有的恒丰达有限 20%的股份转让给刘太忠，转让价格为 30 万元；高永廷与李

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永廷将其持有的恒丰达有限 34%的股份转让

给李贺，转让价格为 51万元；朱斌与李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斌将

其持有的恒丰达有限 14%的股份转让给李贺，转让价格为 21 万元；吴震与李贺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震将其持有的恒丰达有限 32%的股份转让给李

贺，转让价格为 48 万元。 

2）工商登记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恒丰达有限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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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  贺 120 80 货币 

2 刘太忠 30 20 货币 

合计 150 100 —— 

4）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后存在代持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代持股东名称 持有出资额（万元） 代持出资额（万元） 被代持股东名称 

1 刘太忠 30.00 30.00 李贺 

刘太忠与李贺为好朋友关系，李贺看中刘太忠有一些业务资源，遂邀请其一

起来把公司做大做强。刘太忠受让朱斌的 30 万元出资额，价格为 30 万元，实际

由李贺代为支付；同时，李贺承诺刘太忠将上述股权记录在其名下，后期如果企

业发展较好，就把该部分股权赠与刘太忠，当时仅为口头承诺并未签订任何协议。

刘太忠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活动，未在公司领取薪酬，未行

使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除 2014 年 4 月还原股权给李贺，经李贺授意其签署股

东会决议外）或分红权，所持股份系替李贺代持。 

代持的解除情况：2014 年 4 月，刘太忠有意转向其他行业发展，遂决定离

开公司，鉴于其所持股份是替李贺代持，并未实际支付任何价款，遂把该部分代

持的股权还原给了李贺，并未收取任何对价。李贺及刘太忠均对代持股份的还原

作出书面确认，承诺针对还原的股份双方均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4）2014年 4 月，变更股东（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4 月，刘太忠有意转向其他行业发展，决定离开公司，将该部分代

持股权还原给李贺。 

1）内部程序 

2014 年 4月 15 日，经恒丰达有限（原）股东会决议通过，1、变更股东；2、

其它股东优先受让权利的行使情况：李贺行使股东优先受让权；3、废止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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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制订新章程。恒丰达有限（新）股东决定通过，1、通过新章程；2、同意转

股协议；3、原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不变；4、变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独资）。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4 年 4 月 15 日，刘太忠与李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太忠将

其持有的恒丰达有限 20%的股权转让给李贺。 

2）工商登记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恒丰达有限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贺 150 100 货币 

合计 150 100 —— 

（5）2015 年 11 月，增加注册资本（第二次增资）；变更股东 

1）内部程序 

2015 年 11月 20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决定通过，1、废止原章程，重新制

定新章程；2、吸收云虎、张涛为新股东；3、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850 万元，其中

李贺本期认缴 710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足，张涛本期

认缴 70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足，云虎本期认缴 70 万

元，以货币形式于 2025 年 12月 31日之前缴足。 

2015 年 11月 20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1、成立新股东会，通

过新章程；2、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850 万元，其中李贺本期认缴 710 万元，以货

币形式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足，张涛本期认缴 70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足，云虎本期认缴 70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25 年 12

月 31日之前缴足。3、变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4、选举李贺为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5、免去刘太忠监事职务，选举云虎为公司监事。同日，恒丰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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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就上述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验资报告 

2015 年 12 月 10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信中

联验字（2015）A－0022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5年 12 月 9日止，

恒丰达有限已收到股东李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第 1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

本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恒丰达有限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佰万元整。股东李贺以

货币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1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信中

联验字（2015）A－0023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5年 12 月 10日止，

恒丰达有限已收到股东李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第 2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

本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恒丰达有限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佰万元整。股东李贺以

货币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4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信中

联验字（2015）A－0024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5年 12 月 11日止，

恒丰达有限已收到股东李贺、张涛和云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第 3期出资，即本

期实收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恒丰达有限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佰伍

拾万元整。股东李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10 万元，股东张涛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70万元，股东云虎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70万元。 

3）工商登记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恒丰达有限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贺 860 86 货币 

2 张涛 70 7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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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虎 70 7 货币 

合计 1000 100 —— 

（6）2016年 9 月，增加注册资本（第三次增资） 

1）内部程序 

2016 年 9 月 07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1、废止原章程，重新

制定新章程；2、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增资 1000 万元，由股东李贺

本期认缴 1000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25年 12月 31日之前缴足。同日，恒丰达

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验资报告 

2016 年 9月 27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信中联

验字（2016）A－0022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6年 9月 26 日止，恒

丰达有限已收到股东李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第 1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佰柒拾万元整，恒丰达有限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佰柒拾万元整。股东

李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70万元。 

2016 年 9月 28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信中联

验字（2016）A－0023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6年 9月 27 日止，恒

丰达有限已收到股东李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第 2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恒丰达有限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股东

李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350万元。 

2016 年 9月 30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信中联

验字（2016）A－0024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6年 9月 29 日止，恒

丰达有限已收到股东李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第 3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佰捌拾万元整，恒丰达有限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佰捌拾万元整。股东

李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380万元。 

3）工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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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恒丰达有限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贺 1860 93 货币 

2 张涛 70 3.5 货币 

3 云虎 70 3.5 货币 

合计 2000 100 —— 

2. 恒丰达有限其他工商登记事项的变更 

（1）2009年 6 月，增加经营范围 

2009 年 6月 17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增

加后的经营范围为“塑料包装制品加工销售、金属制品、几点产品（小轿车除外）、

防静电产品、纸制品、印刷制品、木制品加工、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

（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包装材料销售；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

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2009年 6月 30日，恒丰达有限

就上述事项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2012年 3 月，变更法定代表人 

2012 年 3 月 19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免去朱斌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杨树林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2012年 11 月，变更法定代表人、监事、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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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28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增加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免去原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杨树林职务，选举李贺为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免去原吴震监事职务，选

举刘太忠为监事。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2013 年 10 月，变更住所 

2013 年 10月 8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变更公司住所为天津市

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宝发道 12 号。2013 年 9 月 30 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

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5）2013 年 12 月，变更住所 

2013 年 12 月 18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变更公司住所为天津

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村工业聚集区佳景道 18 号。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

项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6）2014年 4 月，变更公司类型 

2014 年 4月 15 日，经恒丰达有限新股东决定通过，变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7）2015 年 7 月，变更住所 

2015 年 7月 24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决定通过，变更公司住所为天津市北

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旺安路 11号。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事项通过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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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8）2015 年 11 月，变更公司类型、监事 

2015 年 11 月 20 日，经恒丰达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变更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免去刘太忠监事职务，选举云虎为公司监事。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

述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股份公司的设立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详情参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

立（二）股份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和方式”。 

（四）股份公司的变更 

1.股份公司的股本变更 

2017年 3月，增加注册资本 

（1）内部程序 

2017 年 3 月 3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变更注册资本

为 2240 万元，增资 240万元，由股东张涛本期认缴 154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17

年 12月 31日之前缴足，云虎本期认缴 86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17 年 12月 31

日之前缴足，并通过章程修正案。 

2017 年 3月 20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1、变更注册资本为 2240 万

元，增资 240 万元，由股东张涛本期认缴 154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足，云虎本期认缴 86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缴足，并通过章程修正案。 

（2）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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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信中联

验字[2017]A－0008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7年 3月 31 日止，股份

公司已收到张涛、云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贰

佰肆拾万元整，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3）工商登记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股份公司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李贺 1860 83.04 净资产折股 

2 张涛 

70 

10.00 

净资产折股 

154 货币 

3 云虎 

70 

6.96 

净资产折股 

86 货币 

合计 2240 100.00 —— 

2.股份公司设立后其他工商登记事项的变更 

1）2017年 3月，变更住所 

2017 年 3月 20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住所由天津市北辰区小

淀镇刘安庄旺安路 11 号变更为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兴安路 6 号，并通过

章程修正案。 

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2018年 5月，制定新的公司章程 

2018 年 05月 21日，经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制

定了新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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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五）公司的股份质押情况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根据公司及控股股东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股东所持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公司股东均为其名下所持公司股份的实际持有人，其所持股份均不存在信

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有限公司设立以来，不存在减资的情形。除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时的出资形式为以净资产折股外，恒丰达有限设立时的出资和历次增

资，及股份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和历次增资，相关股东的出资形式均为货币出资，

且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缴足，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并完成了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出

资履行程序、出资形式及相应比例均符合当时有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程序完

备、合法合规，公司出资不存在瑕疵。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历次股权转让均依法履

行了必要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八、公司的业务 

（一）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经营范围为塑料包装制品、金属制

品、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防静电产品、纸制品、印刷制品、木制品加工、

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建筑材料、化工产

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

包装材料销售；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经营的主营业务为公司主要从

事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塑料保护膜、塑料托盘、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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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塑料片材等包装材料，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和食品的生产周转及

销售包装。公司实际经营业务与《营业执照》及相关资格证书核准的经营范围相

符，公司实际经营业务不属于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11 年

本）（2013 年修订）》规定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与其《营业执照》所登记的相应经营

范围一致，公司的经营范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工商登记资料、《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为

从事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塑料保护膜、塑料托盘、

载带、塑料片材等包装材料，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和食品的生产周转

及销售包装。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主营业务明确的要求，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过

变更。 

（三）与业务有关的资质证书、许可证书等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相关资质证书及

许可证书如下： 

序

号 
证书名称 

产品名称∕ 

经营范围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认定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至） 

1 

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

许可证 

食品用塑料

包装容器工

具等制品

（明细见副

本） 

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委员会 

津

XK16-204-00270 

2017.11.

6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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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国

家税务局、天津市地方税

务局 

GF201512000034 
2015.8.1

3 
三年 

3 

天津市民

营企业科

技创新百

强企业 

——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 2016 —— 

4 

商品条码

印刷资格

证书 

——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物编印证第

010141 号 

2016.10.

17 
三年 

5 

天津市科

技型中小

企业认定

证书 

——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309ZX02047592 
2015.10.

9 
三年 

6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 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 
11716QU0053-02

R2S 
2016.2.3 三年 

7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 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 
11716EO0030-02

R2S 
2016.2.3 三年 

8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

记证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 1213961144 
2017.12.

14 
长期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宁波飞泓达拥有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相关资质

证书及许可证书如下： 

序

号 
证书名称 

产品名称∕ 

经营范围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认定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至） 

1 

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

许可证 

食品用塑料

包装容器工

具等制品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管局 
浙

XK16-204-01973 
2017.1.10 2022.1.9 

2 
印刷经营

许可证 

包装装潢、

其他印刷品

印刷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 

（浙甬）印证字

B8-0077 号 

2018.1.2

3 

2022 年

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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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

记证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 330296209A 
2016.5.1

2 
长期 

4 
浙江省排

污许可证 
—— 宁波市北仑区环境保护局 浙 BI2017B0009 

2017.2.2

2 

2022.2. 

21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取得的前述资质证书及许可证书均真实、合法、有效。

在恒丰达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部分证

书尚未完成名称变更，公司办理该等证书的名称变更不存在实质障碍，不影响生

产经营的合法性；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

资质的情况。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资质证书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承诺将尽快办理完毕该等证书的名称变更。 

（四）持续经营 

1.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意见书披露的内

容外，公司未受到工商、税务、质监、安监及环保等有关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

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 

2.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将要履行、正在履行及履行完毕但可能对其有重大影

响的合同，上述合同、协议及其对股份公司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不存在可能影响股

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内容。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专职在股份公司工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员工队伍相对稳定。 

4.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号《审计报告》，恒丰达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 月至 2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3,276,089.90

元、108,755,687.18 元及 22,028,479.75元，净利润分别为 4,819,974.30 元、

5,975,825.32元及 2,003,711.72元，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并保持着营业收

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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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

碍。 

（五）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在

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区或国家设立其他任何性质的机构。 

（六）分支机构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在中

国境内现无分公司。 

（七）业务发展目标 

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公司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九、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部

分。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与现有主营业务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业务及与业务有关的经营资质等均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营业务突出、业务发展目标明确，

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区或国家设立其他任何性质的机构；公司不存在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 

九、公司的财务和内部控制状况 

（一）公司近两年财务报表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审计报告》，股份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月 31日和 2018年 2月 28日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6年度、2017年度及 2018

年 1月-2月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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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设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副总经理，下辖独立的销售部、

生产部、计划部、储运部、研发部、质量部、人事行政部、采购部、财务部九大

部门。公司各部门均制定了适合本部门的岗位责任制度，并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

行。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认真贯彻“三会”的规范运作，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权限职责划分明确，起到了相互监督及制约作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公司主要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审计报告》、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贺持有公司 83.04%的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详情请见本

法律意见书“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三）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部分。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贺的

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投资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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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投资的关联方的情形。 

4.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有 2位，均系自然人股东，分别为张涛、云虎。该股东的

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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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

司的股东”部分。 

经公司说明并经股东本人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涛、云虎均

没有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5．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关联方姓名 关联关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李贺 董事长、总经理 18,600,000 83.04% 

2 张涛 董事、副总经理 2,240,000 10% 

3 云虎 董事 1560,000 6.96% 

合  计 22,400,000 100%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近亲属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近亲属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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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李贺的配偶为何艳，董事云虎的配偶为陈剑霞。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资其他企业及/或在其他企业兼职的情形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投资其他企业的情形。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 

与公司关联

关系 

兼任职务 

李贺 
董事长、

总经理 
北京万德•沃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 监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在册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公司领取薪

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其他企业担任

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职务的情形。 

6．公司的子公司 

（1）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

份公司设有子公司 1 家，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宁波飞泓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 万元 

住所 北仑区新碶恒山西路 799 号 5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1UE040 

法定代表人 李如芳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登记机关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仑分局 

经营范围 

塑料包装制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防静电产品、纸制品、印刷制品、木制品

加工、销售；装卸搬运服务；普通货物仓储；五金、建筑材料、化工产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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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及外围设备、日用品、办公用品、包装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货物和技术）。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22 日 

经营期限 营业期限至 2026年 4月 21 日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4月21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2016]第330200332443号），核准企业名称为“宁波飞泓达

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恒丰达有限就成立宁波飞泓达签署了《宁波飞泓达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章程》。 

2016年5月9日，宁波国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国穗会

验[2016]第009号），经审验，截至2016年5月6日止，宁波飞泓达已收到股东缴

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100%，股东以货币出资。 

2016年4月22日，宁波飞泓达就设立申请了工商登记，并于2016年4月22日取

得了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 0206 MA281 

UE040（1/1）的《营业执照》。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登记。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宁波飞泓达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00万元 100% 货币方式 

共计 100万元 100% —— 

2）2016 年7月，增加注册资本 

2016年7月26日，宁波飞泓达股东作出决定，1、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50万元，增资部分由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50

万元，于2016年7月31日前缴足。2、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万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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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后公司股本结构为：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万元，占100%，于2016年7月31日前缴足。4、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同日，恒丰达有限就上述变更事项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6年7月29日，宁波国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国穗

会验[2016]第018号），经审验，截至2016年7月28日止，宁波飞泓达已收到全体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伍拾万元人民币，股东以货币出资。 

2016年8月5日，宁波飞泓达就本次增加注册资本申请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于

2016年8月5日取得了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 0206 MA281 UE040（1/1）的新《营业执照》。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登记。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宁波飞泓达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50万元 100% 货币方式 

共计 150万元 100% —— 

3）2017年4月，股东名称变更 

2017年4月28日，宁波飞泓达股东作出决定，股东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宁波飞泓达就上述变更事项作出了章程修正案。 

2017年5月19日，宁波飞泓达就本次投资者名称申请了工商变更登记。 

（3）子公司的股权转让 

宁波飞泓达自成立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股权转让。 

（4）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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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2日，宁波市北仑区环境保护局核发仑环建[2016]122号《关于宁

波飞泓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宁波市北仑区环境保护局同意宁波飞泓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在北仑区新碶

恒山西路799号五幢建设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生产项目。该生产项目已进行验收。 

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日常环保合法合规，子公司不存在

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环保违法情形；子公司在

报告期内未发现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关联方认定和披露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认定准确，披露全面。公司不存在为规避披露关

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报

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如下： 

序号 债权人 担保人 债务人 

担保

方式 

履行情况 

担保金额

（万元）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西

青区支行 

李贺、何艳、

张涛、云虎 

恒丰达 保证 履行完毕 280 

2.共同借款 

序号 债权人 担保人 债务人 

担保

方式 

履行情况 

担保金额

（万元）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 

恒丰达、李

贺、何艳 

信用 履行完毕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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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 

恒丰达、 

李贺 

信用 正在履行 200 

3. 公司应收应付关联方款项 

（1）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余额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8 年 02 月 28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李  贺 500,000.00  1,725,403.98 

其他应付款 云  虎 1,724.00 9,170.90  

其他应付款 张  涛 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陈剑霞 2,073,000.00 1,041,00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报告期内，股东及各关联方为

支持公司发展，以股东借款方式向公司出借资金。李贺、张涛分别从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个人信用形式贷款，所贷资金直接借用于公司经营，公司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按月将贷款本息付至李贺、张涛账户，并由李贺、张涛分别偿

还给平安银行。李贺、张涛分别与公司订立了《借款协议》。陈剑霞为股东云虎

的配偶，报告期内，以无息借款方式出借给公司，公司与陈剑霞签订《借款协议》，

约定陈剑霞自 2017 年 1月 1日至长期出借给公司资金总额不超过 250 万元。 

（三）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1.关联交易决策相关制度 

股份公司整体变更前，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公司章程未就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作出明确规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等关联交易的决策流程未制度化，

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截至本法律意见书作出之日，除对恒丰达全资子

公司宁波飞泓达仍存在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外，关联方占款已经清理完毕，不

存在其他关联方占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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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健全了三会制度和

会议记录保存制度，分别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对关联交易决策作出规定。针对日常经营中所存在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专门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做出了具体的规

范。公司管理层表示未来将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

和决策程序，加强交易关联性的审查及责任追究，尽量避免或减少与关联方之间

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公允、合理的原则，切实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按照信息披露规则及时、客观、准确披露信息。 

《公司章程》第七十四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

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是：在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按有关

规定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不应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董事

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

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

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

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章

程》第八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还规定了董事、监事处理关

联交易的权利与义务及关联关系的定义。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

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关联股东应当主动申请回避。关联股东不主

动申请回避时，其他知情股东有权要求其回避。关联股东回避时，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作出的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决

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二条规定“在董事

回避表决的情况下，有关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

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

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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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三章共十八条对公司

审议关联交易的程序及相关权限作出了明确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上述规定对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提供了决策程序上

的保障，体现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该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关联交易相关承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作出以下承

诺： 

（1）本人将尽量避免与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或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章程的规

定，遵循公平、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

关联交易协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

格或收费的标准，以维护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3）本人保证不利用在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

证不利用本人在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地位和影响，违规占用或转移公司的资

金、资产及其他资源，或要求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违规提供担保。 

本人关于避免及规范关联交易的保证及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作为股

份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侵害股份

公司、股份公司子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股份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有效措施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关联交易制度，

防止因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其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做出了关于避免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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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采取积极措施，指定有关制度，完善公司内控管理，

尽可能避免关联交易，并防范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不利影响。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中涉及规范关联交易、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条款，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情形。 

（四）同业竞争 

1.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具有控制关系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公

司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2.为有效防止与避免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函》，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或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发展、经

营或协助经营或参与与股份公司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活动，亦没有在任何与股份

公司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或企业拥有任何权益（包括直接或间接）。 

（2）本人保证及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或参与或从事

与股份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任何活动；如股份公司在本承诺签署日后增加任何经营

范围事项，本人均承诺放弃从事该等业务。 

（3）本人不会利用股份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身份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股份公司赔偿一

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保证及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作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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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

的关于避免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承诺对保护公司的利益是充分的。承诺的履行可有效避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将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十一、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使用权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无土地使用权。 

（二）房屋建筑物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无房屋建筑物所有权。 

（三）房屋（厂房）租赁权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享有 2处房屋（厂房）租赁权，具体如

下： 

序号 租赁地点 租赁面积 租赁期限 租赁房屋房权证 

1 

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

兴安路 6 号一处 2 层厂房 

7073.99m
2
 

2016.6.1 日至

2031.5.31 

津字第 113010907802 号 

2 

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

旺安路 11 号一处厂房 

3190.67 m
2
 2015.7.31 至 2030.7.30 津字第 113010808247 号 

3 

宁波市北仑区恒山西路 799

号 5 幢 

4655.05 2018.2.1 日至 2019.1.31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2007801024 号 

（四）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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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号《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主要在建工程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年度 

1 全自动热成型机 4,258,299.09 2016 

2 全自动热成型机（FC780E） 3,717,948.72 2017 

3 全自动正负压热成型机（780E） 3,760,683.76 2017 

（五）车辆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有 3辆车辆所有权，具体如下： 

序

号 

品牌型

号 

车辆 

类型 
车牌号 

车辆识 

别代号 

使用 

性质 
所有人 

注册 

日期 

1 五菱牌

LZW641JY 

小型 

普通客车 

津 LCQ641 LZWADAGA7HC638816 非营运 恒丰达 2017.11.

27  

2 
宝来牌 

FV7162XG 

小型 

轿车 
津 RS4180 LFV2A115793006534 非营运 

恒丰达 

有限 
2009.3.8 

3 

豪情牌

HQ7131

EA4 

小型轿车 浙 B20SG5 LB3712222AH019791 非运营 
宁波飞

泓达 
2010.6.1 

（六）固定资产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为办公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及机器设备。

截至 2018 年 2月 28 日，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为 24,483,082.72元，用于公司

办公经营，其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或潜在法律纠纷。 

（七）知识产权 

公司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 具体如下： 

1、公司拥有的商标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获注册的商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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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 注册人 

1 

 

21819460 第 20 类：非金属浮动容器；非金属托

盘；非金属桶；非金属筐；塑料周转

箱；存储用非金属容器；容器用非金

属盖；装卸用非金属货盘（截止） 

2018.2.7- 

2028.2.6 

股份公司 

2 恒丰达 23209657 

存储和运输用非金属容器；非金属浮

动容器；非金属托盘；塑料包装容器；

容器用非金属盖；非金属桶；非金属

箱；非金属筐；塑料周转箱；运输用

非金属托盘（截止） 

2018.3.14-

2028.3.13 

股份公司 

    2、专利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

况如下： 

序

号 

实用新型 

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 

权人 
授权公告日 

1 
一种塑料片材预

热机辊筒 
谢长生 ZL 2015 2 0419195.3 2015.6.17 恒丰达有限 2015.12.2 

2 
一种塑料片材预

热机 
谢长生 ZL 2015 2 0419209.1 2015.6.17 恒丰达有限 2015.12.2 

3 一种双位冲裁机 谢长生 ZL 2015 2 0420835.2 2015.6.17 恒丰达有限 2015.12.2 

4 
一种塑料杯冲裁

机 
谢长生 ZL 2015 2 0419038.2 2015.6.17 恒丰达有限 2015.12.2 

5 
一种全电动单工

位热成型机 
谢长生 ZL 2015 2 0420834.8 2015.6.17 恒丰达有限 2015.12.9 

6 一种在线粉碎机 谢长生 ZL 2015 2 0422056.6 2015.6.17 恒丰达有限 2015.12.9 

7 载带除尘箱 郑树高 ZL 2017 2 0589640.X 2017.5.25 股份公司 2018.2.16 

8 
新型载带成型模

具 
郑树高 ZL 2017 2 0595249.0 2017.5.25 股份公司 2018.2.16 

9 一种结晶炉 常彦杰 ZL 2017 2 0613034.7 2017.5.26 股份公司 2018.2.16 

10 
一种全自动吸塑

机侧冲孔设备 
谢长生 ZL 2017 2 0824744.4 2017.7.10 股份公司 2018.2.16 

11 
一种全自动冲切

刀具 
谢长生 ZL 2017 2 0812601.1 2017.7.6 股份公司 2018.2.16 

12 一种全自动吸塑 谢长生 ZL 2017 2 0812583.7 2017.7.6 股份公司 201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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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侧冲孔刀体结

构 

经核查，公司上述专利已实际取得，并按时缴纳年费，均在有效期内，公司

专利不存在专利实施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形，不存在质押担保及其他权利受到限制

的情形。 

除此以外，公司目前尚在申请的专利 9 项，其中 3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发

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类型 发文日 申请人 状态 

1 载带除尘箱 

201710376

954.6 

发明 2017.5.25 股份公司 受理 

2 

全自动吸塑机侧冲孔刀体结

构 

201710547

020.4 

发明 2017.7.06 股份公司 受理 

3 全自动冲切刀具 

201710548

189.1 

发明 2017.7.06 股份公司 受理 

4 全自动吸塑机侧冲孔设备 

201710555

038.9 

发明 2017.10.10 股份公司 受理 

5 

食品托盘吸塑机脱模冷却装

置及其生产工艺 

201710955

194.4 

发明 2017.10.14 股份公司 受理 

6 

一种新型用于食品托盘吸塑

机的脱模冷却装置 

201721321

738.3 

实用新

型 

2017.10.14 股份公司 受理 

7 

一种新型用于食品托盘吸塑

机的脱模输送装置 

201721321

736.4 

实用新

型 

2018.3.21 股份公司 办理登记 

8 

一种新型用于食品托盘吸塑

机的物料搅拌提升装置 

201721320

489.6 

实用新

型 

2018.3.22 股份公司 办理登记 

9 

食品托盘吸塑机的脱模输送

装置及其制造工艺 

201710957

118.7 

发明 2017.10.16 股份公司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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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 12项著作权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登记号 取得方式 首次发表日

期 

著作权人 

1 自 动 加 热 控 制 系 统

V2.0 

软著登字第

0753884 号 

2014SR084640 原始取得 2013.10.9 恒丰达有限 

2 生产线温度控制系统

V2.0 

软著登字第

0753871 号 

2014SR084627 原始取得 2013.06.5 恒丰达有限 

3 生产线安全控制系统

V2.0 

软著登字第

0753911 号 

2014SR084667 原始取得 2013.05.6 恒丰达有限 

4 自动化真空控制系统

V2.0 

软著登字第

0754039 号 

2014SR084795 原始取得 2013.08.7 恒丰达有限 

5 温湿度控制软件 V2.0 软著登字第

0753815 号 

2014SR084571 原始取得 2013.06.5 恒丰达有限 

6 自 动 拉 片 控 制 系 统

V2.0 

软著登字第

0753918 号 

2014SR084674 原始取得 2013.12.10 恒丰达有限 

7 自 动 加 热 控 制 系 统

V1.0 

软著登字第

0457165 号 

2012SR089129 原始取得 2011.4.20 恒丰达有限 

8 生产线温度控制系统

V1.0 

软著登字第

0457220 号 

2012SR089184 原始取得 2009.9.22 恒丰达有限 

9 生产线安全控制系统

V1.0 

软著登字第

0457219 号 

2012SR089183 原始取得 2011.12.20 恒丰达有限 

10 自动化真空控制系统

V1.0 

软著登字第

0457215 号 

2012SR089179 原始取得 2010.11.25 恒丰达有限 

11 温湿度控制软件 V1.0 软著登字第

0457174 号 

2012SR089129 原始取得 2010.6.2 恒丰达有限 

12 自 动 拉 片 控 制 系 统

V1.0 

软著登字第

0457051 号 

2012SR089015 原始取得 2011.8.22 恒丰达有限 

（八）域名权 

序

号 

域名名称 备案号 期限 所有人 

1 www.hengfengda.cn 苏 ICP 备 12068045 号 2012.10.16-2018.10.16 股份公司 

（九）公司财产的取得方式及产权状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上述财产系以购买或申请等方式取得其所有权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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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并已取得了相应的权属证书，公司的资产产权属清晰合法有效，主要资产

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 

（十）主要财产的权属状态及权利限制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部分资产的权利证书登记的权利人仍为恒

丰达有限。恒丰达有限变更为股份公司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资

产权利证书权利人名称变更事项尚未办理完毕。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办理该

等资产权利证书权利人名称变更事项不存在实质障碍，且名称变更未完成不影响

股份公司对该等资产的所有权的合法性及生产经营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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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已经披露情形外，公司的其他财产不存在担保、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权属纠纷或可预见的潜在纠纷。上述主要财产不存在对他

方重大依赖的情形，不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亦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

诉讼或仲裁。 

十二、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的重大合同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号《审计报告》,并结合公

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本所律师将报告期内对公司经营或业务有重大影响的合同认

定为重大合同。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重要客户

大多采取“框架合同加订单”的方式进行交易，框架合同未约定价格、数量等信

息，以下所述合同部分为框架合同。部分供应商或客户未与公司签订框架合同，

直接以订单方式或单笔合同的方式进行交易。 

1、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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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将报告期内对公司经营或业

务有重大影响的合同或框架协议认定为重大采购合同，具体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金额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期间 

履行

情况 

1 《采购合同》 

CGDD0052

25 

天津搏飞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995,045.45 

保护膜、塑胶

绝缘垫片等 

2017.5.22 

履行

完毕 

2 《采购合同》 

CGDD0034

41 

天津搏飞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582,714.87 保护膜等 2017.3.18 

履行

完毕 

3 《采购合同》 

CGDD0033

01 

天津搏飞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1378,52.50 保护膜等 2017.2.19 

履行

完毕 

4 《采购合同》 

CGDD0063

21 

天津搏飞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003,556.50 保护膜等 2017.5.23 

正在

履行 

5 《采购合同》 

CGDD0062

32 

天津澳普林斯特

通讯器材组件有

限公司 

701,883.00 保护膜等 2017.6.21 

履行

完毕 

6 《采购合同》 

CGDD0071

44 

天津澳普林斯特

通讯器材组件有

限公司 

700,391.25 保护膜等 2017.7.15 

履行

完毕 

7 《销售合同》 

20170329

02 

上海盛番新材料

有限公司 

831,750.00 

PET 防静电

液 

2017.3.29 

履行

完毕 

8 《购销合同》 —— 

山东阳信龙悦再

生环保材料有限

公司 

760,946.55 

A级PET瓶片

破碎料 

2017.2.3 

履行

完毕 

9 《买卖合同》 —— 

鑫广绿环再生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 

1,153,400.00 废塑料 2017.9.4 

履行

完毕 

10 《买卖合同》 —— 

鑫广绿环再生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3,519.20 废塑料 2017.8.31 

履行

完毕 

11 《工矿产品 20180312 北京聚燕新枫塑 918,500.00 聚酯切片 2018.3.12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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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销合同书》 0002 料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完毕 

12 

《工矿产品

购销合同书》 

20180312

0001 

北京聚燕新枫塑

料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1,826,000.00 聚酯切片 2018.3.12 

履行

完毕 

13 

《工矿产品

购销合同书》 

20180315

0001 

北京聚燕新枫塑

料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1,278,200.00 聚酯切片 2018.3.15 

履行

完毕 

14 《销售合同》 

TH041200

69 

秦皇岛市恒捷塑

料有限公司 

777,180.00 聚乙烯 2017.4.12 

履行

完毕 

15 《销售合同》 

TH031616

96 

秦皇岛市恒捷塑

料有限公司 

765,750.00 

聚丙烯、聚苯

乙烯、ABS 树

脂 

2017.4.5 

履行

完毕 

2、销售合同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将报告期内对公司经营或业

务有重大影响的合同或框架协议认定为重大销售合同，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了长

期合作的框架合同，框架合同约定了产品订货方式、产品质量要求、交货方式、

价款及支付等基本条款，在框架合同有效期届满 60 天前合同双方均未书面通知

对方终止合同，则合同自动顺延一年，相关合同具体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金额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期间 

履行 

情况 

1 

《材料采购

基本合同》 

—— 

北京京东方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框架协议 

【通用名称】

或其他产品 

2016.1.10 

履行 

完毕 

2 

《材料采购

基本合同》 

17333 

北京京东方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框架协议 

包装材料或

其他产品 

2017.2.22- 

正在 

履行 

3 

《材料采购

基本合同》 

18500 

京东方（河北）

移动显示技术有

框架协议 

包装材料或

其他产品 

2015.2.21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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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4 

《材料采购

基本合同》 

BMDT-P-1

6-189 

京东方（河北）

移动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 

框架协议 

包装材料或

其他产品 

2016.9.27 

履行 

完毕 

5 

《材料采购

基本合同》 

18500 

京东方（河北）

移动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 

框架协议 

包装材料或

其他产品 

2017.3.8－ 

 

正在 

履行 

6 《采购合约》 

MPA-LV-2

018-88 

富金机网络科技

（河南）有限公

司 

框架协议 片材 

2017.2.8－

2022.2.7 

正在 

履行 

7 《购销合同》 

JDG20160

5160002 

京大冈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630,756.35 

PET\PS\PP 片

材 

2016.5.16 

履行 

完毕 

8 《购销合同》 

JDG20161

0170001 

京大冈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01,000.

00 

片材 2016.10.17 

履行 

完毕 

9 《购销合同》 

JDG20161

1180001 

京大冈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27,984.

36 

片材 2016.11.18 

履行 

完毕 

10 《购销合同》 

JDG20170

5020001 

京大冈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612,446.09 

PET\PS\PP 片

材 

2017.5.2 

履行 

完毕 

11 《购销合同》 

JDG20170

9130001 

京大冈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658,657.99 PET 片材 2017.9.13 

履行

完毕 

12 《购销合同》 

 郑州富庆科技有

限公司 

783,937.20 PET 片材 2016.11.3 

履行 

完毕 

13 购销确认书 

HSEZC161

22803B-1

1 

上海华申进出口

有限公司 

605,869.21 塑料盒盖子 2016.12.29 

履行 

完毕 

14 

采购总合同

(宁波飞泓

达) 

AD12504B

F 

浙江新景进出口

有限公司 

框架协议 包装材料 

2016.1.1- 

2018.12.31 

正在 

履行 

15 加工定做合 JB160606 宁波界界乐国际 框架协议 熟食杯及熟 2016.6.1-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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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宁波飞泓

达) 

-01 贸易有限公司 食杯盖 2017.5.31 完毕 

16 

加工定做合

同(宁波飞泓

达) 

JB170531

-01 

宁波界界乐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框架协议 

熟食杯及熟

食杯盖 

2017.6.1-20

18.5.31 

正在 

履行 

 

3、借款合同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贷款人 

金额 

（万元） 

合同期间 担保方式 

履行

情况 

1 

《人民币额

度借款合同》 

SC232174

00201600

2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

北辰支行 

125 

2016.9.9- 

2017.9.9 

信用 

履行 

完毕 

2 《借款协议》 —— 陈剑霞 250 2017.1.10— 

长期 

—— 正在 

履行 

3 

《小企业流

动资金借款

合同》 

12006702

10021701

0001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西青区支行 

280 

2017.1.23- 

2018.12.22 

保证 

履行 

完毕 

4 

《中国建设

银行小微企

业快贷借款

合同》 

12029101

0-0091-2

01810662

1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

北辰支行 

200 

2017.10.10- 

2018.10.10 

信用 

正在 

履行 

5 《借款协议

书》 

—— 宁波鑫盛达机械

有限公司 

273 2017.11.25- 

2018.12 

—— 正在 

履行 

6 《借款合同》 

hfdpet20

18001 

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中原

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100 

2018.1.10－

2018.7.9 

—— 

正在 

履行 

7 

《小企业流

动资金借款

12006702

10021803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2018.3.16- 

2019.3.15 

保证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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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0001 天津西青区支行 

4、融资租赁合同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合作相对方 

租金及手续

费金额 

租赁物 合同期间 

履行

情况 

1 

《融资租赁

合同》 

CL201608

8120057 

台骏国际租

赁有限公司 

2,192,908.

00 

PP∕PS 三层共挤出

片材机组；全伺服

电动自动热成型机 

2016.8.31－

2018.8.31 

正在

履行 

2 

《融资租赁

合同》 

JL201608

8120005 

台骏津国际

租赁有限公

司 

5,310,092.

00 

全自动热成型机 

2016.9.26- 

2018.9.26 

正在

履行 

3 

《融资租赁

合同》 

JL201703

8120001 

台骏津国际

租赁有限公

司 

6,188,200.

00 

全自动热成型机、

双螺杆单层片材挤

出生产线 

2017.3.30- 

2019.9.30 

正在

履行 

4 

《融资租赁

合同》 

BA170800

13CAX 

仲津国际租

赁有限公司 

4,792,300.

00 

挤出片材机、叉车、

吸塑机、粒子载带

成型机、全自动微

电脑正压热成型机

等 

2017.8.16-2

019.8.05 

正在

履行 

5 

《融资租赁

合同》 

JL201711

8110005 

台骏津国际

租赁有限公

司 

4,804,549.

00 

正负压成型机 

2017.11.27-

2019.11.27 

正在

履行 

5、保理合同 

恒丰达有限与嘉铭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有

追索权）》，约定公司以与客户之间形成的应收账款，向嘉铭融资租赁（上海）有

限公司申请办理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保理融资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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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项目 
2018 年 2 月 28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保理融资余额（元） 4,985,264.08 4,554,687.11 1,458,746.58 

6、租赁合同 

序

号 

租赁标的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面积（平方

米） 

租赁期限 

租金（万

元/年） 

履行

情况 

1 

天津市北辰区小

淀镇刘安庄兴安

路 6 号 

天津市三联

减速机有限

公司 

恒丰达有

限 

7073.99 

2016.6.1- 

2031.5.31 

77 

正在

履行 

2 

天津市北辰区小

淀镇刘安庄旺安

路 11 号 

天津市三联

减速机有限

公司 

恒丰达有

限 

3190.67 

2015.7.31- 

2030.7.30 

43 

正在

履行 

3 

宁波市北仑区恒

山西路 799 号（5

幢） 

迪洛爱实业

有限公司 

宁波飞泓

达 

4655.05 

2018.2.1- 

2019.1.31 

75 

正在

履行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的书面声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

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发生的其他重

大侵权之债。 

（三）与关联方相关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和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已

披露的情形外，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或相互提供担

保的情形。 

（四）金额较大的应收、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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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年 2月 28日，应收账款中金额前五名情况如下表：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 年限 款项性质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北京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12,119,774.49  1 年以内 货款 33.43 

京东方（河北）移动显示技

术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10,493,501.17  1 年以内 货款 28.95 

富金机网络科技（河南）有

限公司 
非关联方 5,862,380.13  1 年以内 货款 16.17 

宁波界界乐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947,875.35  1 年以内 货款 2.61 

上海紫燕食品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711,000.00 1 年以内 货款 1.96 

合计 30,134,531.14 
 

 83.12 

2、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年 2月 28日，金额较大的应付账款情况如下表： 

债权单位名称 所欠金额 账龄 未偿还原因 

北京兆研商贸有限公司 1,550,169.64  1 年以内 未到约定期限 

深圳市顶壹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1,302,852.00  1 年以内 未到约定期限 

天津锦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086,997.21  1 年以内 未到约定期限 

天津搏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23,020.85  1 年以内 未到约定期限 

刘长平 939,214.03  1 年以内 未到约定期限 

合   计 5,902,253.73  -- -- 

3、其他应收、应付账款 

1）其他应收款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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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28日，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299,706.81元，上述款项主要为保证

金。  

2）其他应付款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合计 6,953,483.05 元，其中，应付持本公司 5%

（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款项为 3,074,724.00 元。 

根据股份公司的说明和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其他应收款

及其他应付款属股份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不存在纠纷及违反法律法

规的情形。 

十三、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公司自设立以来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 

公司的历次增资均增加了公司资产。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七、

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除上述注册资本变更情形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注册资本变更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增资扩股，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股东出资到位，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

合并、分立、减资和出售资产的情形。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或收购 

经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出售、收购重大资产等行为。根据公司确认，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

大资产出售或收购等具体计划或安排。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重大资产变化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符合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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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十四、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有限公司章程 

恒丰达的前身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经

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辰分局核准成立，并制定了公司章程。 

在变更为股份公司前，恒丰达有限先后进行了九次公司章程的变更。具体情

况如下： 

1.2009 年 6月 30日，因实收资本由“11.5 万元”变更为“50万元”、经营

范围由“塑料包装制品加工、销售”变更为“塑料包装制品加工、销售；金属制

品、机电产品、防静电产品、纸制品、印刷制品、木制品加工与销售；装卸搬运

服务；仓储服务；五金、建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计算

机及外围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包装材料销售”，恒丰达有限以《章程修

正案》的方式对章程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2.2010 年 9 月 25 日，因注册资本由“50 万元”变更为“150 万元”、实收

资本由“50 万元”变更为“150 万元”，恒丰达有限以《章程修正案》的方式对

章程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3.2012 年 11月 28日，因法定代表人由“杨树林”变更为“李贺”、经营范

围由“塑料包装制品加工、销售；金属制品、机电产品、防静电产品、纸制品、

印刷制品、木制品加工与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五金、建材、化工产

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

包装材料销售”变更为“塑料包装制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

防静电产品、纸制品、印刷制品、木制品加工、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

（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包装材料销售；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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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股东由“朱斌、吴震、高永廷”变更为“李贺、刘太忠”，

恒丰达有限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 

4.2013 年 9月 30日，因住所由“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变更为“天津市宝

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宝发道 12号”，恒丰达有限以《章程修正案》的方式对章程进

行了相应的修改。 

5.2013 年 12月 18日，因住所由“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宝发道 12号”

变更为“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村工业聚集区佳景道 18号”，恒丰达有限以

《章程修正案》的方式对章程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6.2014 年 4月 15日，因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股东由“李贺、刘太忠”变更为“李贺”，恒丰达有限制定

了新的公司章程。 

7.2015 年 7月 24日，因住所由“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村工业聚集区

佳景道 18 号”变更为“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旺安路 11 号”，恒丰达有限

以《章程修正案》的方式对章程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8.2015 年 11月 20日，因注册资本由“150万元”变更为“1000 万元”、公

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李

贺”变更为“李贺、云虎、张涛”，恒丰达有限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 

9.2016 年 9 月 7 日，因注册资本由“1000 万元”变更为“2000 万元”，恒

丰达有限废止原章程，重新制定新章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以上历次章程变更均履行了法定程序，并办理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二）股份公司章程 

1.股份公司章程的制定 

2016 年 12月 23 日，股份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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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依法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 

2.股份公司章程的修改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章程》进行过两次变更，情况如下： 

1）2017年 3月 20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1、变更注册资本为 2240

万元，由股东张涛本期认缴 154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

足，云虎本期认缴 86 万元，以货币形式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足。2、公

司住所由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旺安路 11 号变更为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刘

安庄兴安路 6号。3、一致通过章程修正案。 

2017 年 3月 20 日，公司全体股东就上述变更事项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进行了修订，共同签署《章程修正案》，并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申请工商变更登

记。 

2）2018年 5月 21日，经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制定

新的公司章程。 

2018 年 5月 21 日，公司全体股东共同签署《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并于 2018年 6月申请工商变更登记。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均已履行了法定程序，现行章

程的内容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十五、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的组织机构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经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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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结构。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权责明晰，规范运作，能够满足公司重大事

项决策、日常管理与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2016 年 12月 23 日，股份公司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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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通知、召开、表决与决议、

会议记录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合法召开并决策。 

2、《董事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对董事会的召集、提案、通知、召开、表决与决议、会

议记录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确保董事会高效运作和科学决策。 

3、《监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对监事会的召集、提案、通知、召开、表决与决议、会

议记录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确保监事会独立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

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及其他重要制度文件，该等议事规则及其他重要制

度文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三）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1、有限责任公司时期，公司设执行董事，由李贺担任；公司设监事，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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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担任。 

2、恒丰达有限重大事项均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会议事程序与表决方

式、表决内容及签署均符合《公司法》及恒丰达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但恒丰

达有限亦存在公司治理执行不够完善的地方，如部分会议没有相关的会议记录和

会议通知等。 

3、恒丰达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至今，股份公司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治理

结构，经核查公司“三会”的相关文件资料，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议案审议与表决程序及相关会议文件的签署、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

历次重大决策或授权，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会议议事规则的规

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依法规范运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规范的法人

治理结构，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

则及其他内部控制制度，该等议事规则及制度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公司能就相关决议事项召开股东大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和监事会会议，

并形成合法、有效的决议。 

十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1、恒丰达有限的董事（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07 年 5月 24 日至 2012年 3月 19日，恒丰达有限执行董事为朱斌，监事

为吴震，经理为高永廷。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8 日，恒丰达有限执行董事为杨树林，

监事为吴震，经理为高永廷； 

2012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恒丰达有限执行董事兼经理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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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监事为云虎。 

2、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6 年 12月 23日，股份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董事会、第一届监事会。同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并

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监事会主席。目前，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构成，分别为

李贺、张涛、云虎、王懿华、霍金璐，其中李贺为董事长。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

事构成，分别为谢长生、常彦杰、韩立鹏，其中谢长生为监事会主席，韩立鹏为

职工代表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 4名，其中总经理为李贺，副总经理为张涛，

财务总监为刘建东，董事会秘书为王懿华。 

（二）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

组成，现任董事均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由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每届任期 3 年；公司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包括 1名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监事均为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监事每届任期 3 年，由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高级管理人员共有 4名，总经理 1人，副

总经理 1人，财务总监 1人，董事会秘书 1 人，具体任职情况为： 

1．公司董事 

（1）李贺，男，1974 年 10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

学历。1994 年 9 月至 1998 年 7 月，就读于燕山大学模具专业，获学士学位；2001

年 9 月至 2004 年 1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1998

年 11 月至 2001 年 9 月，就职于天津摩托罗拉电子有限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岗位；

2001 年 10 月至 2003 年 11 月，就职于北京飞利浦公司，任生产经理；2003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0 月，就职于北京佳诺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就职于北京晋司遇源咨询有限公司，任监事；2008 年 9

月至今，就职于北京万德·沃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监事；2012 年 11 月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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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7 年 1 月至今，就

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张涛，男，1982 年 6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1 年 9 月至 2004 年 7 月，就读于华北航天工业学院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2004

年 8 月至 2009 年 5 月，就职于富士康（北京）有限公司，任工程师；2009 年 6

月至 2012 年 10 月，就职于北京佳诺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销售副总；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7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 

（3）云虎，男，1974 年 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4 年 9 月至 1998 年 7 月，就读于燕山大学塑性成形工艺及设备专业，获学士

学位；1998 年 9 月至 1999 年 7 月，就职于天津武清杰麦乐器有限公司，从事生

产管理工作；1999 年 8 月至 2001 年 3 月，就职天津富士通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任工程师；2001 年 4 月至 2010 年 12 月，就职于北京艾科泰电子有限公司，任

工程师；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0 月，就职于北京佳诺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任生产经理；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任技术研发经理；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任监事；2017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任董事、技术研发经理。 

（4）王懿华，女，1975 年 4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

历。1994 年 09 月至 1996 年 07 月，就读于陕西省浦城师范学校幼师专业。1996

年 07 月至 2000 年 09 月，就职于陕西压延设备厂，从事幼儿教师工作；2000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南辰钢铁有限公司，任人事行政专员；2006

年 2 月至 2006 年 10 月，就职于天津龙顺庄园，任人事主管；2006 年 11 月至 2011

年 8 月，就职于天津奥特浦司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11 年 09 月

至 2012 年 11 月，就职于天津静慧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任人事主管；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人事行政部经理；

2017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董事会秘书、

人事行政部经理。 



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                              杰森律证字[2018]009 号法律意见书 

69 
 

（5）霍金璐，女，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会计学专业。2008 年 9

月至 2014 年 4 月，就职于北京大兴京城高尔夫俱乐部，历任出纳、会计；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财务部副经理；

2017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财务部副经

理。 

2．公司监事 

（1）谢长生，男，1965 年 3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工程师职称。1984 年 9 月至 1988 年 7 月，就读于天津纺织工学院机械制造

工艺及设备专业，获学士学位。1988 年 6 月至 1995 年 5 月，就职于天津纺织器

材厂，任设备管理员；1995 年 6 月至 1998 年 5 月，就职于天津美特包装容器有

限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工作；1998 年 6 月至 2004 年 3 月，就职于天津普乐包装

容器有限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工作；2004 年 4 月至 2004 年 12 月，就职于廊坊

斯维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生产技术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5 月，就

职于郡阳塑胶机械有限公司，任业务经理；2006 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就职

于廊坊斯维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6 月，

就职于天津腾华吸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生产厂长；2013 年 7 月 2014 年 2 月，

就职于天津硕纳塑胶机械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

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研发经理；2017 年 1 月至

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会主席、生产经理、研发经理。 

（2）常彦杰，男，1982 年 1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 月，就读于河北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学士

学位。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2 月，就职于河北亚太集团正定天然气有限公司，

任输气工程部副经理；2006 年 1 月至 2006 年 6 月，闲赋在家；2006 年 7 月至

2013 年 8 月，就职于富泰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任 MT 设备工程师；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2017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生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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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立鹏，男 1982 年 9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1 年 9 月至 2004 年 7 月，就读于华北航天工业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2004 年 9 月至 2012 年 7 月，就职于富士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从

事生产技术工作；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3 月，就职于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

所，任部门经理；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任销售经理；2017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任职工监事、销售经理。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李贺，现任公司总经理。李贺简历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1、

公司董事”部分。 

（2）张涛，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涛简历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公司董事”部分。 

（3）刘建东，女，1970 年 11 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7 月，就读于河北工业大学会计专业。1991 年 12 月

至 2000 年 2 月，就职于天津市玻璃厂，任会计；2000 年 3 月至 2004 年 8 月，

就职于天津市福厦食品有限公司，任主管会计；2004 年 9 月至 2016 月 7 月，就

职于天津德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任主管会计、财务部副经理；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2017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天津恒丰达塑业制品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4）王懿华，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懿华简历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1、公司董事”部分。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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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1、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声明等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 

2、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查

询证监会网站关于行政处罚、市场禁入以及行政复议披露信息，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恒丰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五）恒丰达现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合法合规 

1、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声明等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如下情形： 

（1）侵占公司的财产； 

（2）挪用公司的资金； 

（3）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

合同或进行交易； 

（4）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

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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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

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或章程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的情形。 

2、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声明等资料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如下情形： 

（1）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到刑事、行政处罚； 

（2）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 

（3）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

罚负有责任的情形； 

（4）个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 

（5）有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法、合规，最近 24 个

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其行为合法合规。 

（六）核心技术人员 

谢长生，简历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变化：（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监事”部分。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竞业禁止情况 

1、根据恒丰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关于竞

业禁止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恒丰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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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根据恒丰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关于不

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行为及纠纷的声明》，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情

形，不存在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七、公司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公司的税务登记 

经本所律师核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目前持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1201136603452587 的《营业执照》。 

（二）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公司目前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应税收入按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扣除允许抵扣

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缴纳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应税收入按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1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三）公司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立信中信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 号《审

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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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

科发火［2008］172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08］

362号）有关规定，2015年 8月，公司通过高新企业复审，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2008）及其《实施条例》（2008），公司适用 15%的优惠税率。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1－2月，公司适用 15%的税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财税（2015）34号、财税（2015）

99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宁波飞泓达属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财政补贴情况 

根据立信中联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A-0164号《审计报告》，公司在报

告期内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2018年 

1－2月 
2017年 2016年 补贴依据 

1 

北辰工经委专精特新奖

励资金 

  500,000.00 

市中小企业局、市财政局关

于关于开展天津市中小企

业专精新特产品（技术）技

术改造项目资金申报的通

知 

2 财政专利立项补贴款 50,000.00   

天津市北辰区科学技术委

员会关于征集 2017 年区级

专利试点项目项目的通知

“津辰科发[2017]86 号” 

3 

小淀财政所 2017 年科技

型企业股改补贴资金 

300,000.00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

津市财政局关于修订科技

型企业股份制改造补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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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津

科金[2016]152 号” 

合计 350,000.00  500,000.00  

（四）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天津市北辰区国家税务局小淀税务所出具的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无税

务违法违章信息，根据天津市北辰区地方税务局管理五所出具的证明，公司在报

告期内无处罚行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依法纳

税，不存在构成本次申请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性法律障碍，不违反挂牌的条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执行的税种和税率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合法合规；公司未受到税收方

面行政处罚。 

十八、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1、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的认定及说明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公司主要从事塑料

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塑料保护膜、塑料托盘、载带、塑

料片材等包装材料，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和食品的生产周转及销售包

装。。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

为“C 制造业”中的“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属于“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中的

“C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根据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

引》，公司所属行业为“C 制造业”中的“C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根据

股转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11 原材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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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金属与玻璃容器”行业。 

参照环保部《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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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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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并参

照环保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联合下发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号），重污染行业

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

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16 类行业，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污染严

重的行业。公司主要从事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塑料

保护膜、塑料托盘、载带、塑料片材等包装材料，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

品和食品的生产周转及销售包装，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子公

司所处的行业分类和主营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公司建设项目的环保合规性核查情况 

2016 年 12月 1 日，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核发津辰审环[2016]第 231号

《关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年产挤塑制品 5000 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意见》，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同意该项目建设。该建设项目已通过验

收。 

2016 年 12 月 1 日，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核发津辰审环[2016]第 232

号《关于天津恒丰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吸塑制品 8000 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意见》，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同意该项目建设。该项目已经过验收。 

2016 年 09 月 12 日，宁波市北仑区环境保护局核发仑环建[2016]第 122 号

《关于宁波飞泓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宁波市北仑区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建设。该项目已经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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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天津市环境保护局网站（网址：

www.tjhb.gov.cn，查询日期为 2018年 6月 25日）、宁波市环境保护局网站（网

址：http://www.nbepb.gov.cn/，查询日期为 2018年 6月 25日）披露的行政处

罚事项查询，，在公司的报告期内，公司及宁波飞泓达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未发

生重大污染事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而受到刑

事处罚或重大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情形。 

综上，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核查后认为，公司所处行业不

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建设项目均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环保批复文件，并均验收

合格或正在进行验收。公司的日常环保合规、合法，不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

情况。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2016年 2月 3日，公司取得编号为 11716QU0053-02R2S《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GB/T19001-2008/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

求，证书覆盖范围为：吸塑托盘、塑料周转箱、塑料垫片的生产和销售；（生产

许可证范围内）食品用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和销售；载带的生产和销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恒丰达获得了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必要资质及相关认证，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业务（三）与业务有关的资质证书、许可证书等”。 

2018 年 3 月 19 日，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出具证明，

“ 经 查 询 ， 天 津 恒 丰 达 塑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同 意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36603452587，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无市场和

质量监督行政处罚记录，不存在因违反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被处罚的情形”。经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http://gsxt.saic.gov.cn）,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企业信用风险良好。 

2018 年 4 月 2 日，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自 2016

年 1月 1日至今，未发现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

http://gsxt.saic.gov.cn）,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
http://gsxt.saic.gov.cn）,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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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我委稽查总队处罚的记录。” 

根据公司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能够遵

守质量技术监督的相关法律法规，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

标准，公司在报告期内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质量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无违法违

规行为，未因违反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三）恒丰达的安全生产 

2018 年 5 月 4 日，天津市北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编号为津

辰安监证字【2018】010号），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4月 17日，在北辰区行政区域内，没有发生因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的行政

处罚行为。 

宁波市北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宁波飞泓达自 2016 年 4

月 22 日成立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无生产安全事

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无处罚证明及公司说明，恒丰达

在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及技术标准方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 

十九、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 

（一）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目标和计划 

公司未来仍将专注于各种塑料包装制品、载带和塑料片材的研发、生产、销

售，坚持创新引领，保持在市场、技术、管理、质量、服务、人才等方面的持续

升级，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保证公司未来稳定、快速、持续的

发展，最终实现对股东价值最大化，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公司积极加大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如防静电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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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PP产品透明度等，同时进一步与设备生产企业深入合作，共同研发高效低耗、

同时提升产品质量的生产设备。 

公司计划用 3—5 年时间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规模效应，吸引更多的

投资者加入，从而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资金成本，降低

财务风险；同时提高企业及品牌的知名度，向市场传递规范运营的信息，使公司

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相一致。根据公司的说明，

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变更主营业务的计划。 

（二）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是根据自身情况和现有业务发展水平

提出的，是对公司未来发展趋势的审慎规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潜在的重大法律风险。 

二十、公司的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 

（一）恒丰达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 

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提供的劳动合同、员工花名册、工资表及社会保险、 住

房公积金缴纳凭证，并经本所律师抽样核查，截至 2018年 4月 30日，公司共有

正式员工 95 名，除 2 名退休人员与公司签署了《退休协议》外，其余员工均与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按照国家及公司所在地相关规定和标准为 93名员

工缴纳了基本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二）宁波飞泓达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宁波飞泓达共有正式员工 30 名，其中 2018 年 4

月入职员工 6 人，所有员工均与宁波飞泓达签订了《劳动合同》。宁波飞泓达按

照国家及其所在地相关规定，为 24名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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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人员已于 2018 年 5月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北辰管理部、宁波市北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宁波市北仑区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出具了无处罚证明。 

为了进一步规避股份公司在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方面的风险，股份公司实际

控制人李贺出具书面承诺，如因股份公司违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相关法律

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或遭受损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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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劳动用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未因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及社会保险违反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二十一、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恒丰达的重大诉讼、仲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在报告期内存在两起已审理终结的仲裁、诉讼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争议解决 

方式 

案由 

主体 

地位 

对方 

当事人 

案件结果 

1 商事仲裁 

《花盆经销及区域代理

协议》纠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刘良海 

已审理终结， 

且已执行完毕 

2 民事诉讼                 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 

被告 

郑州锦鸿塑胶制品有

限公司 

已审理终结 

已申请执行 

1、2015年 10月 10日，恒丰达有限与刘良海签订《花盆经销及区域代理协

议》。合同签订后，恒丰达有限按照合同约定及刘良海的订单发出三笔货物，因

刘良海违约不予提货、付款，恒丰达有限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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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于 2016 年 1月 18日受理该案。恒丰达有限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刘良

海因其违约赔偿申请人恒丰达有限损失 36117 元。2016 年 6 月 8 日，天津仲裁

委员会作出[2016]津仲裁字第 70 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刘良海给付申请人恒

丰达有限赔偿款 36117 元，仲裁费 2856元、公告费 1000元，由被申请人刘良海

负担。该裁决为终局裁决。因被申请人刘良海未履行生效裁决书确定的义务，恒

丰达有限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申请强制执行。

2016 年 12 月 5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 01 执 447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该案由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执行。2016年 12月 21 日，天津市

西青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 0111执 4355 号《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通知书》、

《承办人员告知书》。2017 年 4 月 10 日，恒丰达有限收到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

院发还的执行款。至此，该案件已审理终结，且已执行完毕。 

2、2017年 10月 31日，恒丰达与郑州锦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

州锦鸿”）对帐确定郑州锦鸿应付恒丰达货款 463793.50元，郑州锦鸿承诺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但截至到 2018 年 1 月 15 日，郑州锦鸿仅给付 10 万元货

款，尚欠恒丰达 363793.50元，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于 2018年 1月 15日向河

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金水区人民法院于 2018年 1月 30日作出

（2018）豫 0105 民初 3629 号《调解书》，确定截至 2018 年 1 月 29 日，郑州锦

鸿尚欠恒丰达股份货款 363793.50元；郑州锦鸿于签订协议当日给付恒丰达股份

203793.50 元货款（该笔款项已经实际给付恒丰达），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之前

一次性支付恒丰达剩余货款 160000元，郑州锦鸿应支付恒丰达利息 （以 160000

元本金为基数，自 2018 年 1月 30日起，按照年利率 24%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之

日止）；郑州锦鸿逾期支付上述货款，则恒丰达有权要求郑州锦鸿支付恒丰达股

份为实现上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案件受理费 7507元，减半收取 3753.5 元，保

全费 2589 元，诉讼保全责任险 1241元，于 2018年 3月 30日前给付恒丰达。截

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止郑州锦鸿尚未给付《民事调解书》确定之剩余款项，恒丰

达已申请强制执行。 

根据股份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法

律意见书已经披露的报告期内的一起已执行终结的仲裁案件及一起正在申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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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诉讼案件外，股份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案件。 

（二）恒丰达的行政处罚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出具编号为“津关缉决（北

简易）字[2017]0055 号”《当场处罚决定书》，认为恒丰达有限因生产经营需要

进行企业名称变更，由于企业办事人员不知道海关监管规定，变更营业执照后未

在 30 日内办理海关备案信息变更。根据海关总署令 221 号第四十条第（一）项

之规定。决定处以警告。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行为属工作人员失误，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

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恒丰达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书面承诺及其他相关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

询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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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四）恒丰达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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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全国法

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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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的前述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出的声明保证以及有关陈述，

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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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推荐机构 

公司已经聘请西部证券担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并接受其持续督导。经本

所律师核查，西部证券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3年 3月 21日出具的

《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3]87 号），具备担任推荐公司股票在

股转系统挂牌的推荐主办券商业务资质。 

二十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相关条件，并已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须的批准程序，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和

实质性法律障碍。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核准。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捌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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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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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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