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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君嘉【2018】文字第 090号 
 

致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贵公司的委托，作为本次公司申请股票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所与公司签订

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协议书》为贵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依法制定的业务标准、

执业规范、职业道德准则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文件材料进行核查

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了《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原《法律意见书》”），并根据《关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第一次反馈意见》”）和《关

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

称“《第二次反馈意见》”）出具了《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绿能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意见书（一）》”）和《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意见书（二）》”）。 

鉴于公司申请挂牌文件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已超过有效期，本所律师在延长后

的报告期2016年、2017年和2018年1-9月（以下简称“报告期”）就原《法律意

见书》及《补充意见书（一）》、《补充意见书（二）》需要进行补充和修改

的部分，以及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第三次反馈意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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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律师核查、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事项，按照律师行业依法制订的业务标准、

执业规范、职业道德准则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关于甘

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或“《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释义等有关内容，除《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有具体释义和修改的，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供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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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三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一、反馈问题 1：根据前次反馈意见回复，消防部门对公司进行消防监督检

查后提出了整改要求，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消防部门对公司整改情况的意

见。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宜。 

2018 年 9月 26 日，天祝藏族自治县公安消防大队对公司进行了消防监督检

查，发现公司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同日向公司出具了《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 

2018 年 9月 27 日，公司针对上述消防问题召开了消防工作部署会议并制定

了整改方案，包括购置足量的消防灭火器材，并对厂区内的所有消防安全标志按

规定进行重新配置和设置。2018年 9月 29日，公司作出了《消防安全说明》并

组织厂区人员进行了现场消防安全演练和培训。 

2018 年 10 月 18 日，天祝藏族自治县公安消防大队对公司进行复查并出具

《消防监督检查记录》，发现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毕。 

第二部分 《第一次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 

一、反馈问题 1：请公司说明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公

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

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

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

明确意见。  

鉴于公司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更新至 2018年 9月 30

日，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自 2018 年 9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的公司

全部账户银行流水单、现金账、往来科目的明细账等相关财务资料，查阅《公司

章程》、《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以及关于关

联方资金往来内部审批决策文件，并结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

诺，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中关于“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

件。                                                                                                                            

二、反馈问题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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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监管问答》核查，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审查期间：（1）申请挂牌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下属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

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

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

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

件出具明确意见。 

（一）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

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本所律师登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

（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new_index.html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以及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结合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用报告，截至《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

惩戒的情形。  

（二）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

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登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以及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环保、食品药

品、质监、税务等行政主管机关网站，结合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用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各

主管行政部门出具合法合规证明以及上述各主体出具的书面声明，截至《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

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中关于“合法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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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三、反馈问题 5.关于公司机构投资者。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公司、

原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协议中是否存在业绩对赌、优先权、股权回购等

特殊条款内容及其解除情况，原股东是否具备回购能力，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关于认购协议中禁止存在的特殊条款的要

求，公司股权是否存在争议，就是否存在损害申请挂牌公司、中小股东或债权人

利益情形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股东中是否存在国有资本，若存在，进一步核查

公司国有股东出资公司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公司是否需要取得国有股权设置批复。 

（一）关于公司、原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协议中是否存在业绩对赌、

优先权、股权回购等特殊条款内容及其解除情况，原股东是否具备回购能力，协

议内容是否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关于认购协议中禁止

存在的特殊条款的要求，公司股权是否存在争议，就是否存在损害申请挂牌公司、

中小股东或债权人利益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根据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截至《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出具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现代农业基金之间未就特殊条款再

进行约定或承诺。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三条律师反馈回复。 

（二）关于公司股东中是否存在国有资本，若存在，公司国有股东出资公司

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公司是否需要取得国有股权设置批复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国有股东出资公司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公司是否需

要取得国有股权设置批复的使用条件较前次回复未发生变化，详见《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第三条律师反馈回复。 

四、反馈问题 6：关于招投标合同签订。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公司补充

披露所投的标的来源、招标模式。（2）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通过招投标获得

主要订单数量，金额及占当期销售收入比重。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销售

渠道，就获得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对持续经营存在不利影响发表意见。 

（一）公司的销售模式 

经核查，公司产品采取以大户直销、政府采购销售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

式。销售模式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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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销售，主动寻找潜在合作客户进行合作洽谈，主要包括种植大户、药材

和果园等生产基地、园林施工单位等，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进行示范推广，并

最终签订长期的销售合同，按合同约定发货和收款，部分合同可能涉及技术指导

和售后服务。 

政府采购，新型绿色肥料产业目前受到国家重点支持，各级政府通过集中采

购并推广和补贴扶持等措施引导落实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政策，政府采购是公司重

要的市场渠道。公司会根据具体项目要求公告准备投标材料积极参与投标，在中

标之后与政府单位签订合同，后续发货、收款、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和直销过程

一致。 

经销销售，根据经销商客户询价进行报价，在价格达成一致后取得订单并进

行信用审批，审批通过之后签订合同，后续发货、收款、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和

直销过程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收入类型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收入 

类型 

2018年 1-9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直销 1,400,041.22 9.50 4,489,813.21 51.03 5,078,375.00 59.30 

经销 201,214.41 1.37 1,711,700.20 19.46 1,096,542.00 12.80 

政府招

投标 
13,127,574.60 89.13 2,596,417.20 29.51 2,389,048.06 27.90 

合计 14,728,830.23 100 8,797,930.61 100 8,563,965.06 100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销售占比较小，一般不超过 20%，均为买断式销售；2016、

2017年度，公司直销销售收入占比均为 50%左右或以上，政府采购招标 30%左右；

2018年 1-9月，由于中标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995.55万元项目造成政府招

投标占比超过了 80%。 

（二）政府采购项目 

1.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元 

2018年 1-9月 

标的来源 中标金额 收入确认金额 比例% 招标模式 

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9,955,000.00 9,960,271.20 67.62 竞争性谈判 

天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158,442.00 1,498,296.80 10.17 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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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559,000.00 559,000.00 3.80 公开招标 

敦煌市农牧局 300,000.00 300,000.00 2.04 公开招标 

通渭县农牧林业局 277,776.60 277,776.60 1.89 公开招标 

天祝县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站 150,000.00 150,000.00 1.02 公开招标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张掖试验场 176,160.00 176,160.00 1.20 询价文件 

敦煌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168,480.00 168,480.00 1.14 竞争性谈判 

酒泉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147,500.00 37,590.00 0.26 询价文件 

合计   13,127,574.60 89.13   

2017年度 

标的来源 中标金额 收入确认金额 比例% 招标模式 

靖远县林业局 348,000.00  348,000.00  3.96  公开招标 

陇西县中医药产业局 360,000.00  360,000.00  4.09  竞争性谈判 

古浪县园艺技术工作站 920,000.00  920,000.00  10.46  公开招标 

敦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3,000.00  203,000.00  2.31  竞争性谈判 

天祝农产品县质检站 100,000.00  100,000.00  1.14  竞争性谈判 

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665,417.20  665,417.20  7.56  公开招标 

合计   2,596,417.20  29.51    

2016年度 

标的来源 中标金额 收入确认金额 比例% 招标模式 

肃州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169,800.00  169,800.00  1.98  竞争性谈判 

敦煌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695,695.20  695,695.20  8.12  公开招标 

静宁县魏湾果品农民合作社

（注） 
263,980.08  263,980.08  3.08  询价文件 

敦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499,996.00  499,996.00  5.84  竞争性谈判 

静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350,000.00  350,000.00  4.09  公开招标 

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409,576.78  409,576.78  4.78  公开招标 

合计   2,389,048.06  27.90    

2. 政府分散采购 

报告期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单项或批量向公司采购 10-20 万以下的货

物形成了公司的政府分散采购收入。分散采购的销售模式与其他直销客户相同，

销售金额符合甘肃省当年政府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三）销售渠道和销售订单的合法合规，不存在持续经营不利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

政府采购适用本法。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

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第二十六条 政府采购采用以下方式：（一）公开

招标；（二）邀请招标；（三）竞争性谈判；（四）单一来源采购；（五）询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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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

主要采购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政府采购

法所称集中采购，是指采购人将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

采购或者进行部门集中采购的行为；所称分散采购，是指采购人将采购限额标准

以上的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自行采购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的

行为。根据《甘肃省 2015-201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一）分

散采购限额标准。除通用类和专用类采购顼目外、采购人采购单项或批量金额达

到 10 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2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必须按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组织采购、不得擅自自行采购。根据《甘肃

省 2017-2018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三、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除

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采购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

20 万元以上的货物项目、30 万元以上的服务和工程项目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本所律师针对报告期内公司的政府采购合同、中标通知书进行了核查，并登

陆甘肃政府采购网对包括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公告、询价公告以及中标通知、

成交公告等公开信息逐一进行核实。报告期内，政府向公司集中采购货物均以公

开招标、竞争性谈判和公开询价的方式进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的规定。政府向公司分散采购合同货物的，采购金额符合甘肃省 2016、2017 和

2018 的政府集中采购限额规定中关于分散采购金额的限制要求。另公司已制定

《反商业贿赂制度》并且作出声明，公司保证通过招投标程序取得的销售订单合

法合规，所签署的产品销售合同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情形。公司不

存在商业贿赂或者其他非法、违规获取订单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取得销售订单的方式合法合规，

对公司持续经营不存在不利影响。 

五、反馈问题 7.请公司完整披露董事黄荣昌、马涛、马忠仁，监事胡天曾、

财务负责人张宏简历。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并就在高校任职的

黄荣昌、马忠仁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上述公司董事的简历和任职的合法性较前次回复未发

生变化，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五条律师反馈回复。 

javascript:SLC(233283,0)
javascript:SLC(233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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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馈问题 8.请公司补充披露：（1）回收站点土地调规、土地出让和登

记手续的办理进展；（2）天祝基地房屋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3）公司房屋、生

产场所的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措施是否完备，是否符合消防管理相关规定。请主

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问题并就公司用地、消防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一）关于回收站点土地调规、土地出让和登记手续的办理进展 

根据天祝县国土局的回复，目前公司位于天祝的四处废弃物回收站点包括松 

山点、石门点、打柴沟点和抓喜秀龙点均已办理完建设用地的调规手续，前述土

地的性质属于集体土地，可以用于建设使用。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

具日，天祝废弃物回收占地土地出让和登记手续未开始办理。 

2018 年 9 月 28 日和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分别取得三个回收站所在村

委会关于相关站点土地由公司无偿使用的说明，目前石门回收站点的使用情况仍

在沟通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已承诺在三个月内取得村委会确认或其他合法合规手

续，如三个月内未能取得相关手续，公司将自行拆除石门镇站点，拆除费用由公

司实际控制人自行承担。 

（二）关于天祝基地房屋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天祝基地房屋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较前次回复未发生

变化，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六条律师反馈回复。 

（三）关于公司房屋、生产场所的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措施是否完备，是否

符合消防管理相关规定  

关于公司房屋、生产场所的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措施的完备及后续进展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六条和《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第一条律师反馈回复。 

七、反馈问题 9.请公司补充披露与科研院所、高校合作研发的情况，包括：

研发成果、双方关于研发成果权属及利益分配的约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

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与科研院所、高校合作研发的情况较前次回复未

发生变化，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七条律师反馈回复。 

八、反馈问题 10.公司曾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进一

步核查公司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期间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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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

38号），公司股权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

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是否少于 5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是否超过 200

人。（2）公司股票是否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情形，公司股权是否清晰。

（3）公司本次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出挂牌申请，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约束的情形，是否已停牌。

（4）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5）公司目前的摘牌进展。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期间的相关事项较前次

回复未发生变化，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八条律师反馈回复。 

第三部分 《第二次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 

一、反馈问题 3.根据前次反馈回复，公司正在补办消防备案，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补充核查：（1）公司办理消防备案的进度；（2）如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消

防备案，是否已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监督检查，并取得公司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

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宜。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关于消防监督检查以及后续进展详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第一部分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第一条律师反馈回复。 

二、反馈问题 4.根据前次反馈回复，公司未就天祝县境内的回收站点用地

事宜与土地所有权单位签订使用合同，也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请主办券商及律

师补充核查：（1）上述用地情形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2）公司是否会因上述

事项受到处罚，上述回收站点是否存在被拆除的风险，如受到处罚或回收站点被

拆除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3）针对上述用地情形公司采取的规范措施。请公

司补充披露相关事宜。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关于天祝回收站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是否存在

被拆除的风险以及用地措施较前次回复未发生变化，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第二条律师反馈回复。 

第四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回复 

一．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已经取得现阶段公司内部所必需的批准和授权，与原《法律意见书》的描述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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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致，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 

二．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在有限公司基础上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合法合

规，公司依法有效存续且依法持续正常经营，具备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

格，与原《法律意见书》的描述和意见一致，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 

三、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系由 2003年 10月 20日成立的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整体变更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兴财光华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204114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4114 号《审计报告》”），本次申报挂牌的财务报

表最近一期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不早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即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日。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一条第（一）

项、第（二）项和第（三）以及《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一）项的规定，详见

原《法律意见书》第三条第（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详见原《法律

意见书》第三部分第（一）项。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有机废弃

物循环利用和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现代科技型农业综合服务供应商，

公司主营业务为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水溶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等新型肥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中兴财光华 204114号《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

收入合计 17,919,580.72 元，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 17,810,000 股，且每股净资

产为 2.10 元/股，且每个会计期间不存在仅有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经核查，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00 万元，报

告期末股本不少于 500 万元，每股净资产不低于 1 元/股，公司在报告期内有持

续的营运记录。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于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兴财光华 204114 号《审计报告》，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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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17年 12月 31 日、2016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年 1-9月、2017

年度、2016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基于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状况，在可

预见的将来，公司有能力按照既定目标持续经营下去，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规定，以及《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二）项规

定，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第（五）

项。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第（二）项。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

项，以及《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

范经营。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第（三）项。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四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以及《业务规则》第 2.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股权明晰，

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第（四）项。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五条第（一）项和第（二）

项，以及《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五）项的规定，公司已完成聘请主办券商推

荐并持续督导。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第（五）项。 

四、公司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而

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与原《法律意见书》的描述和意见一致。详见原

《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 

五、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的现有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与原《法律

意见书》的描述和意见一致，未发生新的股份转让和股份发行的行为。公司全体

股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公司股东均不存在也不曾经存在

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公司股东均不存在不满足法律法

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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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与原《法律意见书》的描述和意见

一致，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六部分。 

七、公司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和销售系统，其业务独立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公司拥有健

全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独立的决策、执行机构；公司正在履行的主要合同均实际履

行。公司资产完整，业务、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公司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系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

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公司的独立性与原《法律意见书》的描述和意

见一致，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 

八、公司的业务 

1.关于兰州分公司住所变更 

经核查，2018 年 11 月 30 日，经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兰州分

公司的住所已变更为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 1683 之 6 号海鸿.居然之家

1609室。 

2.关于销售模式的补充 

公司产品采取以大户直销、政府招投标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销售区域方面，企业产品销售主要集中于甘肃省省内区域西藏自治区，产地

附近销售居多，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自己长期积累的地区资源，包括长期与政府单

位的合作关系、企业的关联企业等，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产品品牌处于拓展期，

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销售团队方面，企业主要依靠公司核心创始人员和自建销售团队进行产品销

售，目前企业自建销售团队规模较小，企业在扩大规模之后将会扩建销售团队。   

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为：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为买断模式，与经销

商签订合同条款与直销客户相同，签订单价合同或总价合同，定价采用市场定价，

定价原则与直销相同，在公司统一定价基础上根据经销商采购量、市场开拓计划

与经销商协商确定，结算方式根据经销商的不同分别为预收、发货收款或信用期

结算，与经销商无收益分成约定。 

3.新增肥料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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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新增一项肥料登记证：有机物料腐熟剂

登记证【微生物肥（2018）准字（6278）号】，有效期自 2018 年 07 月 27 日至

2023年 7月，发证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除上述外，公司的业务部分较原《法律意见书》未发

生其他变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八部分。 

九、公司业务发展目标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业务发展目标较原《法律意见书》描述未发生变

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九部分。 

十、公司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等标准 

1. 2000吨恒温库和敦煌市有机废物利用项目的验收进展 

公司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的批复 竣工验收 

2000 吨恒温库建

设项目 

2016 年 12 月 7 日，天祝藏族自治县环

境保护局出具天环开发【2016】243 号

《关于甘肃绿能瑞奇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2000 吨恒温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 

2018年 7月经兰州森锐科技有

限公司出具 SRJC201807024 号

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为合格，

已经专家评审通过公示中。 

敦煌市全域有机

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建设项目 

2017 年 7 月 26 日，敦煌市环境保护局

出具敦环表〔2017〕014号《审批意见》，

项目建成后，须报敦煌市环保局检查验

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 

2018年 9月经甘肃峰骥环保工

程有限有限公司出具峰骥检字

【2018】第 09-08号检测报告，

检测结果为合格，待专家评审。 

2018 年 11 月 21 日，天祝藏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出具天环保便字第（132）

号《证明》，证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无环境违法行为。 

2.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延长 

证书名称 
管理体系符合 

标准 
适用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 

时间 
有效期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GB/T19001-2008

/ 

ISO 9001:2008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含

腐植酸水溶肥料、有机

肥料及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的生产与服务 

兴原认证

中心有限

公司 

2016.1.7 2019.1.6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GB/T24001-2004

/ 

ISO 14001:2004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含

腐植酸水溶肥料、有机

肥料及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的生产与服务 

兴原认证

中心有限

公司 

2016.1.7 2019.1.6 

2018年 11月 22日，天祝藏族自治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天质监便字第

075号）证明：“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来合法经营，无重大

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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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除上述外，公司的环保、产品质量和技术等较原《法

律意见书》未发生其他变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十部分。 

十一、公司的核心技术及核心技术人员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核心技术及核心技术人员较与原《法律意见书》

的描述和意见一致，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十一部分。 

十二、公司的劳动用工及安全生产 

1.劳动用工的变化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在册员工共 76 人。公

司与全部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2 人为已退休职工 ，申报缴纳失业保险 74 人，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28人，住房公积金 8人，

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46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令启荣于出具承诺，公司因上述社保或公积金等问题被有关

部门要求补缴，或被有关主管部门要求缴纳滞纳金或罚款的，实际控制人将承担

上述全部补缴和赔偿责任。 

天祝藏族自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2018年 11月 23日出具证明：“经核查，

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局按期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无因违反社会保

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处罚的情形。” 

天祝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 2018 年 11 月 28 日开具《证明》：“甘肃省绿能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我部开立了住房公积金缴存专户，缴存期限至 2018年 11

月份，无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现象。” 

2.安全生产的合法合规 

2018 年 11 月 23 日，天祝藏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公司

自 2016 年至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未

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除上述外，公司的劳动用工和安全生产较原《法律意

见书》未发生其他变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 

十三、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根据中兴财光华 204114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自原《法

律意见书》报告期截止日 2018年 3月 3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期间，公司未新

增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较原《法律意见书》未发生其他变化。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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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十三部分。 

十四、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根据中兴财光华 204114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公

司主要财产的财务数据如下: 

1．流动资产 

经核查，公司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存货等，

具体如下： 

科目 金额（元） 

货币资金        4,856,029.76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3,516,290.67    

其他应收款          83,212.52    

存货                 9,529,203.71  

其他流动资产                    343,320.00  

合计         18,328,056.66  

2．非流动资产 

经核查，公司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具体数据

如下： 

科目 金额（元） 

固定资产      24,356,171.05    
在建工程             3,156,156.88   

无形资产           1,706,629.4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253.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3,118.00 

合计      29,664,328.69   

3．固定资产 

经核查，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办公家具，

情况如下： 

科目 金额（元） 

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 19,313,263.21 

机器设备 4,035,371.77 

运输设备 627,153.91 

办公家具 74,849.90 

电子设备 305,532.26 

合计 24,356,1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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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主要资产 

1.房屋建筑物 

序

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m2） 
抵押情况 

1 有限公司 
天房权证字第

2012339号 
天祝县华藏寺镇红大口 

834.02 

989.48 

未设置 

抵押 

2 有限公司 
天房权证字第

2012338号 
天祝县华藏寺镇红大口 504.53 

未设置 

抵押 

3 
兰州分公

司 

新购入办公用房，

尚未办妥产权证 

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

1683之 6号海鸿.居然之

家 1609 室 

154.97  
未设置 

抵押 

2.土地使用权 

权利

人 

地类 

（用途） 
座落 证书编号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m
2
） 

起始日期 抵押情况 

有限 

公司 

工业 

用地 

天祝县华

藏寺镇红

大口 

天国用

（2016）第

111号 

出让 8219.3 
2016.7.8-

2066.6.14 

未设置 

抵押 

有限 

公司 

工业 

用地 

天祝县华

藏寺镇红

大口 

天国用

（2016）第

112号 

出让 19520.9 
2016.7.8-

2066.6.14 

未设置 

抵押 

3.在建工程 

项目 
2018年 9月 30日 

账面余额（元） 
相关批复 

2000吨恒温库建设项

目 
2,877,879.11 

根据天祝县城乡建设局 2010 年 12 月 2 日出

具的《关于申请“一书两证”的答复函》，

上述建筑物所在地（公司住所）不在城市规

划内，根据《城乡规划法》和《甘肃省城乡

规划条例》的规定，不再领取《建设项目选

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配料机项目 184,194.80 

防雨棚工程 94,082.97 

合计 3,156,156.88  

4.公司新增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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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利人 车牌号码 车辆规格型号 使用性质 登记日期 

1 绿能农科 甘 AF5G63 大众汽车 非营运 2018/6/15 

5.未办妥房屋产权证 

名称  净额（元） 原因 

肥料车间 533,281.25 

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六条律师反

馈回复。 

液肥车间 431,322.71 

自动化育苗车间 929,783.61 

造粒车间 1,009,908.50 

2000吨恒温库 3,923,754.76 

兰州分公司办公室  3,193,698.71  2018年 8月新购入办公楼，暂未办妥产权证书 

合计 10,021,749.54   

根据中兴财光华 204114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除列举的

上述资产外，自原《法律意见书》报告期截止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公司资产较原《法律意见书》未发生其他变化。详见原《法律意

见书》第十四部分。 

十五、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1. 公司主要执行的税种及税收优惠 

2018 年 11月 22日，天祝县藏族自治县税务局出具天税便字（88）号证明，

经其分局核查，暂未发现公司存在涉税违法情形发生。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

司主要执行的税种及税收优惠较原《法律意见书》未发生其他变化，详见原《法

律意见书》第十五部分。 

2. 财政补贴 

根据中兴财光华 204114 号《审计报告》以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补充核查，计入报告期内的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补助项目 2018年 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天祝县甘肃绿能瑞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新建年处理 5 万方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

防治 

  11,250.00    15,000.00    15,000.00  

天祝县甘肃绿能瑞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新建年处理 5 万方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

防治 

   3,750.00     5,000.00     5,000.00  

农产品加工等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15,000.00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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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绿能瑞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氨基酸、植殖酸生物肥暨高校生态农

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33,750.00    45,000.00    45,000.00  

武威市天祝县 270 万株优质种苗繁育推

广基地改扩建项目 
  20,250.00    27,000.00    27,000.00  

甘肃绿能瑞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污染综

合治理项目 
  37,500.00    50,000.00    50,000.00  

天祝县 5 万吨有机肥加工扩建项目日光

温室及催芽室建设项目 
  20,250.00    27,000.00    27,000.00  

天祝县农业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建设项

目 
  11,250.00    15,000.00    15,000.00  

2000吨恒温库建设项目   22,166.67      

2013年科技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项目  -   240,000.00   -  

天祝县农产品质监站环保专项资金      150,000.00  

天祝县财政局 2017 年省级工业转型升级

和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   100,000.00   -  

天祝县科技局专项奖励资金  -     3,500.00    10,000.00  

电费减免   14,347.00      

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200,000.00   -   -  

科技局高新技术奖励  230,000.00   -   -  

财政贷款贴息补助     60,000.00    

合计  619,513.67   607,500.00  364,000.00 

 

十六、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报告期内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标的金额在

50万以上）的采购、销售合同，具体如下： 

1.重大销售合同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 

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履行状态 

1 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售肥料 2018.3.27 9,955,500.00 履行完毕 

2 西藏百绿草业科技有限公司 售肥料 2018.2.28 3,150,000.00 履行中 

3 西藏昶鑫贸易有限公司 售肥料 2017.3.17 2,500,000.00 履行中 

4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 
售肥料 2018.2.26 2,399,580.87 履行中 

5 西藏百绿草业科技有限公司 售肥料 2017.4.28 2,191,100.00 履行完毕 

6 敦煌市赛丰供销社农资有限公司 售肥料 
2017.11.2

1 
1,000,000.00 履行中 

7 古浪县园艺技术工作站 售肥料 2017.11.9 920,000.00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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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 

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履行状态 

8 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售肥料 
2017.12.2

3 
665,417.20 履行完毕 

9 甘肃兴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售肥料 
2016.10.1

0 
644,480.00 履行完毕 

10 西藏百绿草业科技有限公司 售肥料 2016.4.8 643,968.00 履行完毕 

11 敦煌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售肥料 2016.7.5 695,695.20 履行完毕 

12 
天祝藏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售肥料 2018.5.3 2,158,442.00 履行中 

13 武山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售肥料 2018.5.29 559,000.00 履行完毕 

14 敦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售基质 2018.7.20 719,280.00 履行中 

2．重大采购合同 

（1）原料采购合同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履行状态 

1 
武威华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有机无机复混肥 2017.5.3 570,115.00 履行完毕 

2 
天祝藏族自治县创兴

煤场 
采购腐植酸煤 2017.1.16 536,000.00 履行完毕 

3 
常熟市亿美塑业有限

公司 

塑料废弃物加收

框 
2017.4.14 668,000.00 履行完毕 

4 蒋永录 羊粪、发酵料 2016.6.13 598,800.00 履行完毕 

5 王义军 羊粪 2017.12.27 516,689.80 履行中 

6 张永国 牛羊粪、发酵料 2018.3.1 577,330.00 履行中 

7 
天津嘉泰丰塑料编织

有限公司 
编织袋 2018.3.15 612,000.00 履行完毕 

8 
天祝藏族自治县厚德

商贸中心 
腐植酸 2018.7.1 547,500.00 履行中 

9 
内蒙古润源兴禾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发酵牛羊粪 2018.3.29 654,100.00 履行中 

（2）其他采购合同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内容 

签订日

期 
合同金额 履行状态 

1 周剑平、祝英 
广谱复合微生物杀菌剂

及其制备方法专利 

2016.12

.9 
600,000.00 履行完毕 

2 周剑平、王治业 

低温快速启动的发酵床

养猪复合微生物杀菌剂

及其制备方法专利 

2016.12

.9 
600,000.00 履行完毕 

3 
甘肃兴城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翻堆及发酵场地半开放

式轻钢结构防雨棚建设

2015.4.

3 
540,000.00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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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内容 

签订日

期 
合同金额 履行状态 

工程 

4 
甘肃兴城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2000吨恒温库建设项目 

2015.9.

18 
3,129,955.97 履行中 

5 
甘肃兴城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2000吨恒温库建设项目

2层办公楼 

2015.12

.5 
1,746,657.00 履行中 

6 
兰州海鸿房地

产有限公司 
154.97平方米办公楼 

2018.8.

2 
3,053,510.00 履行完毕 

3．借款及担保合同 

签订时间 
贷款期

限 

金额（万

元） 
利率 贷款类型 履行状态 

2016.08.03 12 个月 300.00 
固定利率（基础

利率） 
抵押 履行完毕 

2018.03.27 72 日 400.00 
固定利率（基础

利率） 

700 万元理财产品

质押担保 
履行完毕 

300 万元借款对应的担保合同为： 

序号 合同编号 担保期间 抵押物/保证人 合同状态 

1 62100620160002493 
2016.08.03 

-2019.08.02 
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履行完毕 

2 62010120160001279-1 
2016.08.03 

-2019.08.02 

甘肃新天地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令启荣、党昇荣 
履行完毕 

 

十七、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对外投资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对外投资及收购兼并较原《法律

意见书》未发生变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十七部分。 

十八、公司章程的制订及修改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报告期截止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公司章程进行了一次修订。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

改前：第五十三条  召集人应于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

东大会应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通知各股东。修改后：第五十三条  召集人应于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于会议召开

15日前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各股东。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除上述外，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较原《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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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其他变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十八部分。 

十九、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较原《法律意见书》未发生变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十九部分。 

二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较上次回复和原《法

律意见书》没有变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原《法律意见书》

第二十部分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五条。 

二十一、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除原《法律意见书》对公司 2016 年因未按期缴销发

票被罚款 1000 元外，2017 年因印花税申报不及时被罚款 200 元。2018 年 11 月

22 日，天祝县藏族自治县税务局出具天税便字（88）号证明，经其分局核查，

暂未发现公司存在涉税违法情形发生。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事项不属于重大重大违

法违规。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除上述外，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较原《法律

意见书》未发生其他变化。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二十一部分。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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