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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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嘉【2018】文字第 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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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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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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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公司提

供的文件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就《反馈意见》中需由律师核查、发表

意见的有关法律事项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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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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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

书》”或“原《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释义等有关内容继续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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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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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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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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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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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回复： 

（一）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

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经本所律师登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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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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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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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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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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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自公开转让

说明书签署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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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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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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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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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现有一名机构投资者现代农业基金。

2016年 12月 10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体董事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等

一系列议案，公司向现代农业基金等六名投资者以每股 4元的价格定向发行股票

4,644,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且均为普通股。2016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令启荣及认购人现代农业基金

共同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各方对增资价格、股份数、支付方式、各方的权

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同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令启荣、关联方新天地景观及认购人现代农业基金

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了公司实际控制人令启荣在触发收

购情形时，以约定的价格收购现代农业基金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新天地景观对

前述收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外现代农业基金就未来退出公司的方式进行了一

系列约定，并享有反稀释权、优先受让/增资权、优先清算权、重大事项决策权

等特殊权利。该补充协议中的部分条款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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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月 28 日，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令启荣、关联方新天地景观及认

购人现代农业基金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各方一致同意解除《<增资扩股协

议>之补充协议》，原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终止。 

2018 年 6月 13 日，本所律师对现代农业基金负责绿能农科的投资经理就现

代农业基金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隐性约定事项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解除合同协议书》对有特殊条款事项的补充协议

进行了解除，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现代农业基金之间不存在其他特殊权利约定或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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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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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股东现代农业基金的出资人均为国有投资机构，管理人为甘肃

华龙金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基金系公司股东中的唯一国有股东。根据《财政

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管字[2000]200 号）

的规定，国有资产占用单位设立公司、发行 A股、外资股、配股、国有股转让或

划转等情形下，需要取得国有股权设置的审批。 

2016 年 12 月 16 日，股份公司经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发起人中自然人

股东三十名，法人股东一名，其中法人股东嘉琪兆业非国有股东，股份公司设立

时不存在国有资本，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公司的设立”。2017年 3

月 6 日，现代农业基金通过增资的方式进入股份公司并经工商登记为公司股东。

现代农业基金系股份公司成立后入资公司的，该国有股东对公司的增资无需取得

国有股权设置的审批。 

根据《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公司设立的主体、程序需合法、合规。公司

股东中含有财政参与出资的政府引导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可以基金的有效投资决

策文件替代国资监管机构或财政部门的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2016 年 12月 21

日，国有股东现代农业基金的管理人甘肃华龙金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甘肃现

代农业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第十三次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同意现代农业基金以现

金方式对股份公司以每股 4元的价格合计投资 1500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有股东出资公司的程序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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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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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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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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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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直销 133,976.56 2.51 4,489,813.21 49.76 5,078,375.00 59.30 

经销 197,414.41 3.69 1,711,700.20 19.46 1,096,542.00 12.80 

政府招

投标 

5,012,466.68 93.80 2,596,417.20 30.78 2,389,048.06 27.90 

合计 5,343,857.65 100.00 8,797,930.61 100.00 8,563,965.0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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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由于优先执行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项目造成政府招投标占

比超过了 90%。  

（二）政府采购项目 

1.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的收入情况： 

单位：元 

2018年 1-3月 

标的来源 招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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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2,466.68  93.80  竞争性谈判 

合计   5,012,466.68  93.80    

2017年度 

标的来源 招标金额 收入确认金额 比例% 招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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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县林业局 444,000.00  348,000.00  3.96  公开招标 

陇西县中医药产业局 380,000.00  360,000.00  4.09  竞争性谈判 

天祝农产品县质检站 100,000.00  100,000.00  1.14  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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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00.00  203,000.00  2.31  竞争性谈判 

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702,300.00  665,417.20  7.56  公开招标 

合计   2,596,417.20  30.78    

2016年度 

标的来源 招标金额 收入确认金额 比例% 招标模式 

肃州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217,000.00  169,800.00  1.98  竞争性谈判 

敦煌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781,680.00  695,695.20  8.12  公开招标 

静宁县魏湾果品农民合作社 417,700.00  263,980.08  3.08  询价文件 

敦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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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409,576.78  4.78  公开招标 

合计   2,389,048.06  27.90    

2.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政府分散采购的收入情况： 

收入类型 
2018年 1-3 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元） 家数 金额（元） 家数 金额（元） 家数 

直销中的政府采购 0 0  462,230.00    14   833,735.00  13 

经核查，政府、事业单位通过向公司分散采购的，除 2017 年公司对永靖县

农牧局销售 11.2万元外，其他单次销售均低 10万元。销售模式与其他直销客户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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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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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SLC(233283,0)
javascript:SLC(233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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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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回复： 

（一）现对董事黄荣昌、马涛、马忠仁、监事胡天曾、财务负责人张宏简历

补充完善如下： 

1、黄荣昌，男，1963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 7月至 1993年 3月，任甘肃省政法委干

部。1993 年 3 月至 2001 年 5 月，工作于兰州涉外商务律师事务所。2001 年 5

月至 2004 年 1月，工作于北京市丰泽联合律师事务所。2004年 1月至今，工作

于甘肃政法学院。2016 年 12月至今，担任绿能农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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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忠仁，男，1962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

甘肃农业大学，二级教授研究员，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创业导师，国家民委和甘

肃省领军人才，博士学历，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宜兴市“陶都英才”。1984

年 7月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畜牧兽医系兽医专业，1984年 7月至 1995 年 8月在

甘南州畜牧站工作，1995年 9月至今，就职于西北民族大学，历任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教授、副院长和甘肃省动物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2000

年 3 月至 2004 年 1 月在兰州民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及总经理至今；

2004 年 2 月至今，但任甘南州高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08 年 4 月至今，

担任兰州百灵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 年 2 月至今，担任内蒙古蒙贝宠

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0 年 6 月至今兼任兰州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及总经理；2012 年 9 月至今，担任北京英诺维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监

事；2013 年 2 月至今，担任无锡市赛尔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

理；2016 年 12月至今，担任绿能农科董事。 

3、马涛，男，1972年 10月 10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

中学历，1994 年 7 月毕业于甘肃省武山一中。1994 年 8 月至 1995 年 2 月待业；

1995年 3月至 1999 年 5月就职于甘肃兴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员；1999年 6

月至 2002 年 2 月就职于兰州和平牡丹园林公司；2002 年 2 月至 2015 年 4 月担

任甘肃新天地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 年 5月至 2017年 5 月担任酒泉

昌盛园林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酒

泉昌盛园林开发有限公司监事；2016 年 12 月 16 日至今，担任绿能农科董事；

2018年 4月 20日至今担任绿能农科副总经理；2018年 5月至今担任甘肃绿能敦

煌分公司总经理。 

4、胡天曾，男，1978 年 7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毕业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自 1997年 7月至 2006年 12月，自由职业；自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0 月就职于华北油田，担任钻井工；自 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2月，自由职业；自 2010年 3月至 2013年 3月，就职于甘肃绿能瑞奇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担任生产车间班组长；自 2013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有限公司、股

份公司，担任车间主任。2016年 12月至今，担任绿能农科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5、张宏，女，1972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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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大专学历。1991年 7月至 2001年 7月在银光化学工业集团

公司任技术员；2001 年 8月至 2017年 9月在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

司，担任会计主管。2017年 10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财务总监。 

（二）关于黄荣昌、马忠仁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三条，高校教师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

学工作的兼职。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

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 

经核查，黄荣昌和马忠仁均为中共党员，大学教师，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不属于党政领导干部。黄荣昌和马忠仁仅担任公司董事，未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不会影响教育教学工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黄荣昌、马忠仁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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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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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可以用于建设使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祝废弃物回收占地土地出

让和登记手续暂未开始办理。 

关于敦煌六处废弃物回收站点，其用地性质均为集体未利用地，其中一处租

赁期为 1 年，其他五处均为 10 年，公司负责地面设施修建，不支付土地使用费

用。上述用地事项均已经过村民会议审议通过，用地协议已取得当村委会所在地

政府的审批许可，不存在土地调规和向公司出让土地的情形。 

（二）关于天祝基地房屋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 

根据天祝县住建局的回复，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证的报

告》以及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就公司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问题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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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局出具的《督办通知》，住建部门均已收悉。天祝厂区的部分房屋补办产权

登记手续需要上级部门的具体指示和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由于历史遗留等问题

只能逐步解决，目前产权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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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公司的房屋和生产场所均配备了消

防设施和器材。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本规

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

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由于历史遗留等问题，天祝生产基地未办理消防设计和消防验收

的备案，不符合上述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天祝回收站点的土地调规后可以用于建设使用。

公司未办理消防设计和消防验收的备案，不符合《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根据天祝县公安局消防部门的回复，公司目前尚未受到行政处罚，并确认公司可

以补办备案手续且之前未办理备案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根据《甘肃省消防条例》

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改建、扩建、内部装修以及变更用途的建

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核、竣工验收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停止施工、

停止使用或者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未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若公司在补办消防设计和验收备案过程中被

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按照上述规定，应该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五千元以下罚款。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令启荣出具的承诺，因为前述原因导致公

司处罚，相关的经济损失其个人全部承担。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办理消防设计

和验收的备案，违反了上述规定，但公司已在积极补办中，涉罚风险和金额较小，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另根据 2018 年 7 月 24 日，天祝县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

具证明，天祝生产基地的车间厂房及四个回收点用地及设施除征用外，企业能够

正常经营使用，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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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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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的技术研发合作合同以及公司和合作方提供的说明，公

司与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及甘肃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以下简称“园艺学院”）分别达成过研发合作，具体如下： 

2017 年 12 月 30 日，股份公司与研究所《甘肃绿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高等院校合作研发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与研究所合作新型肥料的生产研发，

研究所负责肥料的基础研究工作，对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原料特性进行持续的改进

研究，公司提供场地、设备和人员，负责管理营销。合作前双方已有的知识产权

归各自所有，合作过程中新产生的所有技术秘密及专利归双方共同拥有，双方均

有单独或共同使用的权利，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能将共有技术及专利

擅自转让、许可或与第三方合作使用；双方合作过程中涉及和了解的所有技术秘

密，不得向外泄密或转让。根据公司和研究所出具的说明，公司与研究院在合作

过程中未产生研究成果，也未发生研发费用的支出，不存在争议和纠纷。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协议正在履行。 

2014 年 5 月 16 日，公司与园艺学院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书》，约定公司

委托园艺学院开发基质产品或技术工艺，研发的产品和技术的产权归属和涉及费

用双方另行协商。根据公司和园艺学院出具的说明，公司与园艺学院在合作过程

中未产生研究成果，也未发生研发费用支出，不存在争议和纠纷。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该协议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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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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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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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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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回复： 

（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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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的工商档案、与甘肃股权交易中心签署的《股权托管协

议》、转受让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各股东出具的承诺以及甘肃股权交易中

心出具的证明等相关资料。 

2016 年 12月 7 日，公司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展示挂牌，挂牌时的股东为 31

人。挂牌后，公司向六位新老股东定向发行股份，发行后公司股东增加至 35人。

另挂牌后，公司原股东令遂虎、田中换、景丽、李建军、张君以及嘉琪兆业分别

对外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受让人分别为汪昱、田蕾娅、令毓秀、李玥瑶、张

肃林和王玺。上述转让方自股权转让完成后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上述受让人作为

公司现有股东未再发生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挂牌期间不存在投资者买入后卖出

或卖出后买入的情形，关于挂牌后公司股权变动详见原《法律意见书》第六部分

“公司的股本及演变”。除上述增资和股权转让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办理变更登

记外，公司未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办理过其他业务。另根据公司股东的承诺，公

司股东所持股份均为本人真实直接持有，不存在代他人持股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期间，不存在公司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的情形，也不存在投资者在股权

交易中心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少于 5 个交易日的

情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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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的工商档案及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证明等相关资

料，公司自股份公司设立后，除整体变更股份公司外，仅发生一次定向发行股份

的情形，具体如下： 

2016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体董事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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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议案，公司向现代农业基金、令遂虎、马忠仁、王治业、张亚芹、景丽以 4

元每股的价格定向发行股票 4,644,000 股。2016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本次发行系定向发行，不存在公

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的情形。除以上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发行行为。 

另根据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证明，公司除办理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登

记和股份转让登记外，未发生其他相关业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情形，公司股

权清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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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股权交易中心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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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区域型股权交易市场。公司符合《公司法》、《业务规则》和

《基本标准指引》的关于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规定，公司具

备挂牌条件可以申请在全国股权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份。 

根据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证明，2018 年 7月 24日，公司在甘肃股权交

易中心已停止挂牌。公司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开展的业务符合法律法规及股权交

易中心的行为，在科技创新板展示和托管股份的行为合法、合规。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不构成障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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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已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停止挂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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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股东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有股东均具有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且不存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任

职单位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也不存在代他人持股的情形，股东所持股份

系其本人真实直接持有。 

经核查，公司自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历次出资及股权转让等事项均经过股东

（大）会决议，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合法合规。股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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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成立以后的增资和股份转让均经过股东大会决策，公司在股权交易中心开展的

业务符合法律法规及股权交易中心的规定。 

根据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证明，公司在股权交易中心开展的业务符合法

律法规及股权交易中心的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

规”的挂牌条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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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公司曾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进行

融资及股权转让的，股票发行和转让等行为应合法合规；在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申请挂牌前应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停牌或摘牌，并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完成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的摘牌手续。 

2018 年 5月 6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票暂停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交易并摘牌的议案》。 

2018 年 7月 24 日，公司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停止挂牌。 

2018 年 8月 24 日，公司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终止挂牌。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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