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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惠证字[2018]第 1 号-1 

 

致：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

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接受公司的委托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

加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工作。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 

就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事宜，本所已经出具了《江苏敏惠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大丰华丰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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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现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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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江苏敏惠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大丰华丰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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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修订和补充，如在内容上有不一

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声明事项和所用

释义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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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申请股票挂牌转让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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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股份公司、公司 指 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丰有限 指 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司 

海港集团 指 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绿港合伙企业 指 盐城绿港农业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丰区国资委 指 盐城市大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丰区政府 指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 

大丰港管委会 指 大丰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开发区管委会 指 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港区 指 盐城市大丰港经济开发区 

农科公司 指 江苏大丰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由大丰市大丰港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更名） 

华丰农业 指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大丰市华丰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更名） 

南农大研究所 指 海南南京农大滩涂研究所有限公司 

尖峰村委会 指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尖峰村民委员会 

中益公司 指 盐城市大丰区中益饲料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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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指 江苏敏惠律师事务所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华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章程》 指 《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

标准指引》 

本次股票挂牌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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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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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5：“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

表明确意见：（1）公司所使用的土地的性质和用途；（2）公司土地承包、租赁

关系的合法性、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涉及改变土地用途，

是否需要并已经履行相关村民决策，以及政府部门的审批、登记手续；（3）是

否存在承包、租赁事项无效的风险，是否存在无法转为国有土地和取得新的使用

权证的风险、是否存在公司集体土地被收回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是否会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以及公司针对风险的具体应对措施。” 

（一） 公司所使用的土地的性质和用途； 

【问题回复】： 

公司所使用土地包括自有用地和租赁用地，详情如下： 

1、自有用地，详见如下表格： 

序

号 

证号 座落 权利类型 用途 面积（平

方米） 

1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496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1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14800.00 

2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497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2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14800.00 

3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498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3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14800.00 

4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499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4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1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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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号 座落 权利类型 用途 面积（平

方米） 

5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502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5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14800.00 

6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503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6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14800.00 

7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505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7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8951.00 

8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506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8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8951.00 

9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510号 

港区华丰农场内 9

幢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8951.00 

10 
苏（2016）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378号 

大丰区华丰农场内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工业

用地 

12395.00 

以上自有用地均为华丰种业建设其种子加工中心厂房使用，性质为国有出让

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用途为工业用地。 

2、租赁用地，详情如下： 

（1）公司向关联方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租国有划拨农业

用地进行小麦、水稻等粮食耕种及水稻种子代繁，租赁情况如下表所示： 

土地使

用权人 
不动产证号 地类 土地座落 

权证面

积（㎡） 
使用年限 

出租使

用面积

（㎡） 

他项

权利 

华丰农 苏（2017） 农用 大丰市华 35,391, 10 年，2013 3,739,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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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

用权人 
不动产证号 地类 土地座落 

权证面

积（㎡） 
使用年限 

出租使

用面积

（㎡） 

他项

权利 

业 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27765号 

地 丰农场

（王港闸

南） 

887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18 

以上用地性质为国有划拨用地，用途为农用地。 

（2） 为缩短种子研发进程，公司在海南租赁了农用地作为种子研发使用，

用来测试种子在不同季节、气候环境下的生长表现，租赁情况如下表所示： 

合同相对方 租金 标的坐落 

面积 

（平方米） 

租赁 

期限 

履行 

情况 

海南南京农大

滩涂研究所有

限公司 

每年 13

万元 

海南乐东县尖

峰镇尖峰村 
农田 25亩 

2014.9

.1-202

6.8.31 

正在履行 

以上用地性质为农村集体所有权土地，用途为农用地。 

（3） 公司还向华丰农场其他农户租赁了农地用于农业生产，租赁情况如下

表所示： 

合同相对方 租金 标的 

面积 

（平方米） 

租赁 

期限 

履行 

情况 

吴志荣 
3.92万

元/年 

华丰农场中心

河西四排 8号

田南段 

农田 56亩 
2016.11.21-2

019.11.20 
正在履行 

王桂华 
2.736万

元/年 

华丰农场五排

3号南半边 
农田 34.2亩 

2017.11.01-2

018.10.3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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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地性质为国有划拨用地，用途为农用地。 

（二） 公司土地承包、租赁关系的合法性、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主体是

否适格，是否涉及改变土地用途，是否需要并已经履行相关村民决策，以及政

府部门的审批、登记手续； 

【问题回复】： 

1、公司向关联方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租国有划拨农业用

地进行小麦、水稻等粮食耕种及水稻种子代繁。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变化和租赁情况如下： 

2009 年 6月 12 日，大丰市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将大丰港经济区有关国有企

业净资产划（收）至市国资办并注入开发公司的批复》（大政复【2009】50号），

决定将大丰港经济区内有关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权收归市国资委，并后续作为出

资投入至大丰市大丰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即海港集团）。2009 年 7 月 24 日，

大丰市国资委做出《关于增加大丰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决定》，决定

将座落于大丰市华丰农场（王港闸南）的 35,391,887 平方米国有农用地的土地

使用权代表大丰市政府出资注入大丰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09 年 6 月 26 日，

大丰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办理了上述 35,391,887 平方米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书，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上述土地一直未办理划拨用地性质的改性。后大丰

市国资委于 2011年 12月 6日做出《关于同意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

加注册资本的批复》（大国资发【2011】7号），同意将上述土地使用权相对应的

注册资本出资金额退出，大丰市政府另行以货币和其他非货币资产投入注册资本，

退出后相应土地使用权对应的权益进入海港集团国有资本公积处理。同日，大丰

市国资委做出了相应的《股东决定》，海港集团据此办理了章程和注册资本金的

变更、修改手续。 

2012 年 12 月 26 日，华丰种业与海港控股集团签订了《划拨农用地出租使

用协议》。为支持华丰种业的建设和发展，解决科研、农业生产用地困难，海港

集团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下所属的 3739418 平方米农用地出租给华丰种业，租期

十年，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为 300元/亩；租用

期间，该农用地仍须作为农用地性质使用。合同还约定，新型种子研发成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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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丰种业向当地政府申请给予土地租赁补助。2013年 1月 28日，开发区管委

会做出《关于给予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研发用地租金补助的批复》（大

港管【2013】15 号），同意华丰种业租赁海港集团上述农用地期间，自 2013 年

起至公司自主研发种子形成销售当年止，对华丰种业租赁上述农用地的租金支出

给予补助。2016年 9月 27日，开发区管委会又做出《关于给予江苏大丰华丰种

业有限公司生产研发用地租金补助的批复》（大港管【2016】176号），决定：自

2016 年起，共计三年，按照《划拨农用地出租使用协议》中约定的租用面积，

以 300 元/亩计，年租金 1682739 元由政府补助给华丰种业。华丰种业租赁上述

农用地期间，于 2016 年、2017年均收到政府补助的租金收入 1682739 元/年。 

2017年 12月 22 日，由于海港集团内部资产划转和管理职能变化，经盐城市

大丰区政府决定，做出《关于将大丰港区有关国有资产收回的批复》、《关于将两

宗国有土地划转至农业公司和华丰公司的批复》，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号大土 38

国用（2011）第 378 号项下土地收回，另行划转给了海港集团孙公司盐城市大丰

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大丰区政府决定，华丰农业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办理了上述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苏（2017）大丰区不动产权第

0027765 号，土地性质和用途不变，仍为国有划拨农用地。2017 年 12 月 29 日，

经华丰种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实施回避表决后做出了《关于继续租用

关联方农用地的决议》，同意按原《划拨农用地出租使用协议》中的条款继续租

用上述农用地。2017 年 12 月 30 日，海港集团、华丰种业、华丰农业另行签订

了《补充协议》，同意变更原《划拨农用地出租使用协议》中的出租主体，将原

《划拨农用地出租使用协议》中土地出租方变更为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华丰种业、华丰农业均同意按照原《划拨农用地出租使用协议》的条款

继续履行承租方、出租方应当承担的义务，享受相应权利。根据《国有资产经济

行为备案表》，该补充协议于 2018年 1月 2日经海港集团、开发区管委会经国资

流程备案。2018 年 3 月 26 日，港区国土分局出具了《合法用地情况证明》，证

明上述土地租用用于种子研发、农业生产，未改变用途，符合有关土地管理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丰种业租赁的 3,739,418平方米土地，其用途为农用地，

性质为划拨用地，华丰农业依法办理了不动产登记，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在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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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上述土地期间，华丰种业将该土地用作种业研发和农业生产使用，即其主营业

务中的代制（繁）水稻和小麦种子的业务，未改变其农用地的用途。该土地的性

质为国有划拨土地，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及《划拨

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国有划拨土地对外出租通常需要履行的程序

包括：（1）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2）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签署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3）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以出租收益抵交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但《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又规定，国有

企业改革中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根据企业改革的不同形式和具体情况，可采

取保留划拨方式处置。《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关于扩

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又规定：农垦企业改革改制中涉及的国有农用

地，国家以划拨方式处置的，使用权人可以承包租赁。华丰种业承租使用的该宗

土地为划拨的农用地，经开发区管委会同意后由土地使用权人出租给华丰种业使

用，保持了其使用用途不变。且华丰种业原为国有全资企业，经大丰区政府行使

出资人权利同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部分骨干员工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

其所占比例较小，主要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该宗土地的租用在华丰种业全资国有时已经发生，属于土地在同一集

团下的流转使用，得到了开发区管委会同意，并由开发区管委会代表政府给予租

金支出的补助。上述出租行为符合《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

定》及《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范围的意见》中的例外性规定。现土地所在的主管行政机关港区国土分局出

具了合法证明，证明上述土地租用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经政府派出机构开发区管委会同意，华丰种业租赁华丰农业名下具有土地使用权

的 3,739,418 平方米土地，主体适格，其用于种业研发和农业生产，未改变土地

使用用途，并经土地管理机关确认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该等租赁行为合法有

效。 

2、为缩短种子研发进程，公司在海南租赁了农用地作为种子研发使用，用

来测试种子在不同季节、气候环境下的生长表现。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0 年 3 月 30 日，南农大研究所与尖峰村委会签订《农

村土地承包合同》，由黄泽平作为发包方代表签字并报海南乐东县尖峰镇人民政



法律意见书 

 

12 

 

府备案，尖峰村委会同意该村原承包该土地的农户将高宾园 131.1亩土地转包给

南农大研究所，承包期限为 13 年，自 2010 年 6 月 20 日至 2027年 6 月 19 日，

并约定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南农大研究所有权将承包土地转租给其他人使用。

2014 年 8 月 22 日，华丰种业与南农大研究所签订了《租赁合同》，南农大研究

所将高宾园转包土地其中 25 亩出租给华丰种业，华丰种业另承租了办公住宿用

房 3 间 80 平方米，附属用房 1 间 30 平方米，承租期限为 12 年，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止。华丰种业承租上述农用地 25 亩后作为种业繁

殖、研发基地使用，用来测试种子在不同季节、气候环境下的生长表现，未改变

土地用途和性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5]第 47 号） 第六条

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同时，该办法第十

五条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据此，承包方有权自

主决定将其所承包的集体土地采取租赁的方式出租给南农大研究所。 

《农村土地承包法》（主席令[2002]第 73 号）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

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

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

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

二章第六条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

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

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土地流转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

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或盖章。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

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根据尖峰村委会提

供的《土地流转委托书》，土地所涉原承包人委托尖峰村委会将高宾园 131.1 亩

土地转包给南农大研究所，并授权村委会签署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根据南

农大研究所与尖峰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由黄泽平作为土地发包

方代表签字并已报海南乐东县尖峰镇人民政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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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农大研究所与尖峰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在不改变用

途的情况下，南农大研究所有权将承包土地转租给其他人使用。根据公司的说明

及南农大研究所确认，公司租赁上述集体土地用于种子的科研、扩繁和生产， 不

存在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的情形。尖峰村委会于 2016年 12

月 2 日出具《同意转租证明》，该村委会同意南农大研究所将其承包的部分土地

25亩转租给公司，并由公司与南农大研究所直接签订相应租赁协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尖峰村委会提供了《土地流转委托书》，土地所涉

原承包人委托尖峰村委会将高宾园 131.1亩土地转包给南农大研究所，并授权村

委会签署《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可见已履行了村民决策程序。根据村委会出具

的《同意转租证明》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南农大研究所经村委会同意

将其中部分转租给华丰农业，主体适格。华丰农业将上述土地用于种业研发和农

业生产，未改变土地使用用途，该等租赁行为合法有效。 

3、公司向吴志荣、王桂华租赁农地用于农业生产。 

吴志荣、王桂华与江苏大丰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华丰农业将华丰农场中心河西四排 8号田南段、华丰农场五排 3号南半边两处农

用地承包给吴志荣、王桂华二人经营。因二人所承包的土地位于华丰种业租赁华

丰农场的土地范围之内。为了便于整体作业，华丰种业将两处土地从吴志荣、王

桂华处转租。 

由于历史原因和农垦区等特殊情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为了降低经营风

险，改善农场的财务状况，提高土地使用率，包括江苏农垦区在内的各大农垦区

逐步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的经济体制。即，在保证大农场国有性

质的前提下，小农场采用租赁的形式从大农场获得土地使用权，并支付相应的租

金。农垦区的双层经营制度本质上盘活了国有资产，降低了农场的运行成本，激

发了个体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该制度亦符合 1984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国营农垦系统所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2000年江苏省农垦事业管理办公室（该部门与江苏农垦集团为同一机构）发

布的《关于做好 2000 年农场体改工作的意见》，对该制度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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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人均土地较多的农场可实行两田制，即分给职工一定数量的“生活田”，

生活田以外的土地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招标租赁经营；二是人均土

地较少的农场，原则上应将土地分到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保持长久不变；

三是实行三费自理….五是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

积极探索与建立土地使用权在场内外流转机制”。目前，我国黑龙江、海南、江

苏、新疆等几大农垦区已广泛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 

经核查，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华丰农业，系国有划拨农用地。吴志荣、

王桂华等人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异地到华丰农场（即华丰农业拥有土地所在地）

进行开垦的农户，长期承包华丰农场之国有农用地并将其作为生产生活主要来源。

现吴志荣、王桂华与华丰农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华丰农业将华丰农场中

心河西四排 8号田南段、华丰农场五排 3号南半边两处农用地承包给吴志荣、王

桂华二人经营。因二人所承包的土地位于华丰种业租赁华丰农业的土地范围区域

内,为了便于整体作业，华丰种业将两处土地从吴志荣、王桂华处转租用于农业

生产，并已征得了土地使用权人华丰农业的许可。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租赁土地

的使用现状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华丰种业因农业生产需要向吴志荣、王桂华转

租上述土地，业已得到土地使用权人的同意，该租赁合同主体适格、合法有效。 

（三） 是否存在承包、租赁事项无效的风险，是否存在无法转为国有土地

和取得新的使用权证的风险、是否存在公司集体土地被收回的风险，对公司持

续经营是否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以及公司针对风险的具体应对措施。 

【问题回复】： 

本所律师认为，华丰种业承租上述土地合法有效，不存在承包、租赁事项无

效的风险。公司自有用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不存在无法转为国有土地和取得新

的使用权证的风险。公司在海南租赁的土地虽然是转租的集体土地，但相关租赁

协议均是长期的，并已通过相应决策流程和村委的转租同意，在可预见范围内不

存在被收回的风险。以上租赁事项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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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6、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

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等，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各

项业务开展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公司业务资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

大小麦和大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易业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和绿

化工程服务。 

经核查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经营范围为：“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及其亲本种

子、常规水稻、小麦、大麦种子加工、包装、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

售（不含食盐批发）；不再分装的原包装种子和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加工的项

目设施建设；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销售；粮食收购、仓储、烘干及包装服务；谷

物种植；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销售；农产品（除鲜茧）收购；园艺作物种植

技术研究与推广，园林绿化及景观工程设计、施工”，覆盖公司所有实际经营业

务。 

公司所取得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和粮食贸易业务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序

号 

资质/证书证

明 
颁发机构 编号 

颁发日

期 

有效期/ 

许可期限 

1 
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B（苏）农种许字

（2017）第 0013号 

2017.0

9.15 
2022.09.14 

2 
粮食收购许可

证 

盐城市大丰区行政

审批局 
苏 0980300.0 

2018.0

5. 07 
2021.05.07 

3 
食品经营许可

证 

盐城市大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JY13209820000798 

2016.0

9.29 
2021.02.02 

4 绿色食品证书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 
LB-03-1612107281A 

2017.0

3.13 

2016.12.19-2

019.12.18 

5 
无公害农产品

证书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 

WGH-14-06925 

（稻谷年产 18000吨） 2017.0

9.19 
2020.09.18 

WGH-14-06926 

（小麦年产 15000吨） 

6 
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认定证书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WNCR-JS14-00148 

2017.0

6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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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城市园林绿化资质情况如下： 

2015 年 1 月 5 日，公司取得了盐城市城乡建设局核发的《城市园林绿化叁

级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CYLZ·苏·J0094·叁”，有效期自 2015 年 1 月

至 2018 年 1 月。公司可承揽工程造价 500 万元以下的园林绿化工程，包括：综

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等各类公园，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

属绿地等各类绿地。可承揽园林绿化工程中的整体、栽植及小品、花坛、园路、

水洗、喷泉、假山、雕塑、广场铺装、驳岸、单跨 10 米以下的园林景观人行桥

梁码头以及园林设施、设备安装项目等。可承揽各种规模以及类型的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工程。可从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草坪的培育、生产和经营。 

2017 年 4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住房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

作的通知》（建办城[2017]27 号），“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不再受理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的相关申请”，“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要求将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或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等资质作为承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的条件”。经核查公司营

业执照，公司经营范围中包括有“园林绿化及景观工程设计、施工”，目前依法

可从事园林绿化设计和施工业务。 

（二）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类资质证书，对比公司现有的实

际经营业务，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营业执照确定的经营范围覆盖了公司现有全部

经营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经营农作物种子的应当依法取得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公司目前已经取得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并在有效期限内。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登记

的经营者，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公司现取得了《粮食收购许可证》，并且在

相应有效期限内，具有粮食收购的资质。根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从事

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公司现已经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证》并在有效期限内，依法可从事食品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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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质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城[2017]27 号），2017 年 4 月

起，从事园林绿化不再需要特殊资质，仅需要相关经营范围即可。经核查，报告

期内，公司已持有《城市园林绿化叁级企业资质证书》，至 2017年 4 月，资质均

在有效期内，依法可从事园林绿化业务。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

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业务资质齐备、各项业务开展合法合规。 

三、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7、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

表明确意见：（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从事

相同或相似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判断依据是否合理；（2）核查公司关联

企业受让方的董监高人员情况与股权结构，说明是否仍存在关联关系，同业竞争

规范措施是否充分、合理，是否有效执行，是否影响公司经营。 

（一）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从事相同或

相似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判断依据是否合理； 

【问题回复】：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投资的除公司以外的其他企

业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其投资的除公司以外的其他

企业的实际经营业务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对上述相关方的访谈与核查，本所律

师认为： 

1、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海港集团的主营业

务为海港码头的建设、投资和运营，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具有明显差异，并不处于

同一行业。  

2、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海港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较多，该些企业绝大多数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与公司均没有重合。经本所律师核查，该些企业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处

于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或者经营范围有竞合的其他企业列表如下： 

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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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丰港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研究；实业投资；酒店管理；餐饮服务（限分公司经营）；会

议服务；水产品养殖、销售；钢材、建材、日用品（除电动三轮车）、

五金、交电（除电动三轮车）、化工产品（除农药、危险化学品）、木

材、机械配件、针纺织品批发、零售；房屋出租；工业与民用建筑、

市政工程、水利工程施工。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灌溉服务、农业机械服务；水产品养殖；食用油

料、蔬菜瓜果、饲料、钢材、木材、建筑材料、日用品（除电动三轮

车）、五金、交电（除电动三轮车）、化工产品（除农药及其他危险品）、

机械配件、针纺织品、鲜活水产品销售；鲜活水产品收购；房屋出租；

农用土地使用权租赁。 

盐城市大丰港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 

牛、羊的饲养、销售；牛、羊屠宰；肉制品加工；饲料作物种植；饲

料牧草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豆类、薯类、瓜类水果、蔬菜类种

植；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食品销售（按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

除食盐批发）。 

盐城市大丰和顺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市政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

工；房屋租赁；清洁服务；日用品（除电动三轮车）销售；水产养殖、

销售；工程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垃圾清扫；垃圾收集；美发、健

身、非创伤性美容服务；旅游资源、旅游景点开发利用；旅游工艺品

制造；旅游观光服务；汽车清洗、汽车保养服务；住宿服务；以下经

营项目限分公司经营：食品销售（按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除食盐批

发）；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销售；农副食品加工；卷烟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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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大丰海港新

城社区服务有限公

司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养护；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施工、市政路灯管护；畜牧饲养技术开发；会议服务、清洁服务；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餐饮服务【大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

生食海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大丰海融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除食盐批发）；一般危化品（按许可证所

列项目经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煤炭、金属矿、非金

属矿、有色金属、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农药）、建筑材料、木材、

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纺织品、电子产品、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

玩具、工艺品、服装、燃料油、水泥制品、钢管桩、化妆品、日用品

（除电动三轮车）销售；普通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盐城港晟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矿产品、金属材料、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

金产品、日用品(除电动三轮车)、木材、建筑材料（除砂石）、燃料油

(除轻质燃料油)、纺织原料及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汽车配件、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煤炭及制品销售；货运代理；普

通货物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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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大丰和顺晟达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船舶配件、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家用电

器、五金产品、通讯器材、电子产品、纺织品、服装、化妆品、日用

品（除电动三轮车）、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除射击器材）、办公用品、

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水产品销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货物仓储（除危险品）；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

输代理业务；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港口设施、机械设

备租赁、维修；软件开发；物流信息咨询服务；冷库服务；港口理货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列表企业中农牧业类企业如下表，该些企业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关系分析

如下： 

单位名称 主营业务 同业竞争关系分析 

江苏大丰港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研究；实业投资；酒店管理；

餐饮服务（限分公司经营）；会议服务；

水产品养殖、销售；房屋出租。 

1、经营范围没有重合；2、

主营业务不同，该企业并不

从事农作物自产自销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灌溉服务、农业机

械服务；水产品养殖；房屋出租；农用

土地使用权租赁。 

1、经营范围没有重合；2、

主营业务不同，该企业并不

从事农作物自产自销 

盐城市大丰港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 

牛、羊的饲养、销售；牛、羊屠宰；肉

制品加工。 

1、经营范围没有重合；2、

主营业务明显不同； 

上述列表企业中其他企业均属于非农业类企业。经核查，盐城市大丰和顺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物业管理；大丰海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盐城港晟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盐城大丰和顺晟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进出口贸

易。上述公司虽在经营范围中有“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销售”的经营范围与

华丰种业经营范围竞合，但该些公司主营业务均非农业类。大丰海融国际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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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盐城港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盐城大丰和顺晟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虽然

从事大豆、豆粕进口贸易，但均不从事谷物、种子、小麦、水稻类农产品的销售

和贸易，也没有农作物的自产。华丰种业的谷物供应来源主要是自产或国内粮库、

粮食经纪人（个人粮食收购商）等，而海融国际、港晟国际、和顺晟达的供应来

源为国外进口，二者明显不同，面对的销售客户也不同。“农产品（除非包装种

子）销售”仅是该些公司为贸易便利所设，均不是该些企业的主要经营事项。该

些企业已出具承诺，承诺不从事谷物、种子、小麦、水稻类农产品的销售，不与

华丰种业产生同业竞争。故该些企业与华丰种业并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经核查，盐城市大丰海港新城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在经营范围中有“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养护”一类与华丰种业经营范围竞合，但根据现场访谈和盐城市大丰

海港新城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该公司目前已处于停业状态，仅进行债

权债务的清理，并在清理完毕后及时申请办理注销手续。故盐城市大丰海港新城

社区服务有限公司与华丰种业并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3、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以及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应审计报告，华丰种业主营业务

为水稻、小麦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小麦和大米等农作物产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及贸易业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相关土地的绿化工程服务。华丰种业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没有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并不存在同

业竞争，判断依据充分合理。 

（二） 核查公司关联企业受让方的董监高人员情况与股权结构，说明是否

仍存在关联关系，同业竞争规范措施是否充分、合理，是否有效执行，是否影

响公司经营。 

【问题回复】 

报告期内，华丰种业关联企业受让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转让时间 股权转让情况 股权关系 

盐城市大丰港成品油

有限公司（下辖控股

子公司盐城市大丰港

2017年 1月 海港集团转让 100%股权给

江苏大丰港水务发展有限

公司 

大丰港城管理办公

室（事业单位）持

有江苏大丰港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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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程能源有限公司） 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下

辖全资子公司江苏润

博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2017年 12月 海港集团、农科公司转让

100%股权给盐城市大丰区

大丰港区海港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大丰区政府持有盐

城市大丰区大丰港

区海港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100%股权 

中财国开医疗健康养

老先导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海港集团将 30%股权转让给

深圳汇安达投资管理企业 

深圳汇安达投资管

理企业持有该公司

81.90%股权；中山

大学达安基因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 13.30%股权；广

东达元绿洲食品安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 4.80%股权 

经核查，盐城市大丰港成品油有限公司 100%股权由江苏大丰港水务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江苏大丰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由事业单位大丰港城管理

办公室持有。江苏大丰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葛曙光，

监事为陈海燕，盐城市大丰港成品油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

理为瞿忠东，监事为韩培培，以上人员均与华丰种业无关联关系。该公司股权

已于 2017 年 1 月转让，本所律师认为，盐城市大丰港成品油有限公司目前与

华丰种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2017 年 3月，海港集团将其持有的中财国开医疗健康养老先导基

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30%股权转让给深圳汇安达投资管理企业，同月，海

港集团推荐的董监高人员均从该公司撤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目前该公司

所有股东均与华丰种业没有关联关系。深圳汇安达投资管理企业系创投有限合

伙企业，合伙人为雷小峰、雷峰涛，与华丰种业均无关联关系。故此，本所律

师认为，中财国开医疗健康养老先导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目前与华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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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由盐城市大丰区大

丰港区海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区海港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100%股权由大丰区政府持有。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区海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的董事为陈劲松、潘健、吴广国、王志强、姜福才、俞兴敏，监事为缪存美。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邵正林，系华

丰种业的董事长。本所律师认为，虽然该公司股权已于 2017年 12 月转让，鉴

于该公司的执行董事仍为邵正林，该公司目前仍然与华丰种业存在关联关系。

华丰种业已在公转书和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并披露了该公司与华丰种业的关联交易情况。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润博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与华丰种业的同业竞争分析如下： 

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同业竞争关系分

析 

江苏大丰盐土

大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盐土农业科研与技术推

广；园艺作物、盐土蔬

菜、水果、坚果、饮料

与香料作物、林木、中

药材种植；水产品养殖；

房屋租赁；旅游景点开

发；工艺品销售；预包

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

与零售（除食盐批发）；

水产加工品（干制水产

品）、蔬菜制品[蔬菜干

制品（热风干燥蔬菜）]

制造 

蔬菜种植和自产

自销；林木种植和

自产自销 

1、经营范围没有

重合；2、主营业

务不同，该企业并

不从事稻谷、小麦

类农作物产销 

江苏润博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开发 

1、经营范围没有

重合；2、主营业

务明显不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润博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与华丰种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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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9、请公司说明所提供的国有股权设置批

复文件是否充分及其依据。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海港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大丰区政府，海港集团持有华丰种业法

人股 3000 万股，故海港集团持有的 3000万股华丰种业股票为国有法人股，需提

供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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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股东单位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一般由省级财政(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国资委《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公司相关批复文件中对

国有股东作出明确界定，并在国有股东名称后标注具体的国有股东标识，国有股

东的标识为“SS”（State—ownedShareholder）。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根据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以及

国有股东或股票发行人的申请，对国有股东证券账户进行标识登记”。另根据江

苏省国资委《关于公布江苏省国资委审批事项清单（2017 年版）的通知，由江

苏省国资委负责非上市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方案审批。因此，华丰种业需逐

级向江苏省国资委申请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

国有企业需提供相应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地方政府授权的其他部

门、机构关于国有股权设置的批复文件。国有企业应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

法规的规定提供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但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提供批复文件且

符合以下条件的，在公司和中介机构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按以下方

式解决：以国有产权登记表（证）替代国资监管机构的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

根据《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各级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分别负责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管理的国家出资企业的产权登记管理。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产权登记工作进行指

导和监督。”华丰种业实际控制人是大丰区政府，故大丰区政府或大丰区国资办

有权对华丰种业国有股权进行产权登记。根据 2016年 6月 14日开发区管委会出

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和新三板挂牌申报工

作的批复》（大港管【2016】107 号），同意海港集团对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

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报挂牌,并界定海港集团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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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3000 万股为国有法人股。2016年 12月 20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做出

了《关于对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相关事宜进行确认的批复》，

亦界定海港集团持有的华丰种业 3000 万股为国有法人股。经本所律师核查，华

丰种业提供了 2015、2016、2017 年度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表》，

该表格经大丰区国资办作为产权登记机关审定，界定了海港集团持有的华丰种业

3000万股为国有法人股，并对国有产权变动情况进行了每年的年度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批复文件和《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表》足以

确保海港集团持有的华丰种业 3000 万股国有法人股纳入国资监管，不致造成国

有资产流失。目前，华丰种业正在通过开发区管委会进行国有股权设置和管理的

申报，此项工作需逐级向江苏省国资委办理，所需时间和手续较长，因客观原因

暂时无法提供，现华丰种业以国有产权登记表（证）替代国资监管机构的国有股

权设置批复文件，符合《标准指引》的规定。 

五、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0、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①公司建设

项目的环保合规性，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同

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如未取得，请说明其合法合规性；②公司是否

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以及取得情况；③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日常环保合

规情况，是否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一） 公司建设项目的环保合规性，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

复、环评验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如未取得，请说明其

合法合规性； 

【问题回复】 

1、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公司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小麦和大米等农作物

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易业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相关土地的绿化工程服

务。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农、林、牧、

渔业（A）之农业（A01）之谷物种植（A01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所属行业为农、林、牧、渔业（A）

之农业（A01）。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所属行业为农、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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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A）之农业（A01）之谷物种植（A011）。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

指引》，所属行业为日常消费品（14）之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1410）之食品（141111）

之农产品（14111110）。 

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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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将重污染行业的

范围界定为：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

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另外根据环境保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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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

[2013]150 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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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水稻、小

麦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小麦和大米等农作物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

易业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相关土地的绿化工程服务。经比对，不属于重污染

行业。 

2、公司办理相应环保手续、取得的相应环保资质的情况 

（1）一期、二期工程 

2013 年 12月 17 日，华丰有限委托大丰市南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名称为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根据该报告表，

2013年 11月 6日，华丰有限申请备案的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获得大丰市发改

委节能审查登记备案。 

2014 年 1月 15 日，大丰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环评审批意见：同意华丰有限投

资 10050 万元在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华丰农场内华丰公司五排十号老农机站地段

建设种子加工中心项目。 

（2）三期工程 

2016 年 2 月 5 日，华丰有限委托大丰市南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名称为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三期工程。根据该

报告表，2016年 1月 27日，华丰有限申请备案的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获得大

丰市发改委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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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1 日，大丰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环评审批意见：同意华丰有限投

资 2000 万元在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华丰农场二号地块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三期

工程。 

因建设项目三期工程在 2017年 12月竣工，尚未投入使用，公司前期未有办

理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的三同时竣工验收手续的意识。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建设项目，

其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分期验收。”公司在建设项目一期、二期工程竣工后

未同时办理环保三同时验收存在一定的瑕疵。目前公司已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大丰分公司办理建设项目一期、二期、三期工程的三同

时验收服务。公司控股股东海港集团承诺，如果因未及时办理环评验收而被行政

处罚，将承担华丰种业遭受的损失，避免对其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3）环评验收和“三同时”验收进度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公司提供的说明：2018 年 4 月，公司已委托南京大学环

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大丰分公司办理建设项目一期、二期、三期的三

同时验收服务。根据公司建设项目的情况，除烘干车间外，其余建筑均为检测中

心或仓库，不涉及环保问题。故公司环保三同时验收主要涉及烘干车间烘干线的

燃烧供热系统产生废气的处置。根据大丰市环保局 2014年 1月 15日出具的环评

立项审批意见，同意华丰种业以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方式建设种子烘干装置，公司

已经按照要求建设了相应烘干装置并申报验收。但由于近两年来国家对于环保的

重视程度提高，在 2018 年 6 月 1 日经现场验收后，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大丰分公司要求对相应燃烧装置进行改造，使用更为环保的天然

气能源。根据上述要求，2018 年 6 月 2 日，公司已与南京苏欣福沃农机有限公

司签订了天然气燃烧炉安装合同，对原生物质成型燃料装置进行改造，预估工程

历时约一个月。公司预计将在 7月份工程改造完毕后取得环评三同时验收。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建设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前期公司按照批复

要求进行了烘干装置建设，现由于环保要求变化，公司正在按照要求进行烘干燃

烧装置的改造工作。根据对华丰种业总经理吴俊生的访谈和公司的说明：公司种

子生产集中在夏收和秋收季节，其中种子烘干是属于辅助性工作，非核心技术和

核心生产工艺。种子烘干可以通过自然晒干和烘干装置烘干的方式，公司今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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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的种子生产已经通过自然晒干方式全部完成，预计到 2018年 10 月的种子

生产季节前，不再有种子烘干作业需要发生，所以现有种子烘干装置改造近期不

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目前已与上海黄海种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粮食、种

子烘干合同》，协议期为一年，自 2018 年 5 月 20 日至 2019 年 5月 19 日，双方

约定在协议期内，如华丰种业有种子烘干需求，可外包给该公司作业，作业费用

的成本较低，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华丰种业现已出具承诺，承

诺按期完成生物质成型燃料装置更换天然气燃烧装置的改造，并及时取得环评三

同时验收，还承诺在完成验收前，烘干装置不投入使用，烘干作业采取自然晒干

或外包烘干的方式，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种子烘干作业作为公司种业生产的非核心工艺和技术，

在公司烘干装置改造期间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替代完成，并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已采取多种措施完成替代工

作，公司亦承诺会及时办理建设工程的环评三同时验收，在办理验收前不会投入

生产。根据原预设进度，公司种业加工中心建设工程项目在整体竣工后已按照环

保法律法规要求申报办理环评三同时验收，并按照环保部门验收要求持续改造，

故公司目前尚未通过建设项目环评三同时验收是正常建设、申报中遇到的客观原

因，并不是公司主观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如果因未及时办理环评验收而被

行政处罚，将承担华丰种业遭受的损失，避免对其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在核

查时，环保部门亦向公司出具了合法合规证明。故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建设项目

目前虽尚未获得环保三同时的验收，但这是属于工程建设和申报验收中的正常改

造所发生的正常状况，公司已承诺在验收通过前不投入使用建设项目，公司生产

经营并不会受到重大影响，故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二） 公司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以及取得情况 

【问题回复】 

《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在本省行政区域

内有下列排放污染物行为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一）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

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二）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

位；（三）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医疗污水的排污单位；（四）城镇或

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五）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六）垃圾集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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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置单位或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七）其他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

可证的排污单位。 

根据公司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一期、二期及三期），公司在生产

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污染物，但均可达标排放：（1）废水。本项目用水量较小，无

生产废水生产排放，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无动力化粪池物化、生化处理达到以及标

准后排入排沟。（2）噪声。本项目设备的噪声源强约 75~90dB(A)，经过隔声、

距离衰减后厂界噪声可以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 类标准后排放。（3）废气。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COD、氨氮最终排放量较

小，经处理达到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中二级标准后

直接达标排放，项目粉尘经集尘室除尘。（4）固废。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

谷壳、灰尘、石子以及精选产生小、空、瘪的不合格种子，清理输送带、提升机

产生的残留物等，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处理，产生的废碱液等危险危废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处理，其余主要为公司员工的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进行处理。同时，

公司目前及各期工程投产后均不存在环境保护部 2017年 7月 28日发布的《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5号）中规定的应当申请排污许可证的规范情形。 

华丰种业系农业类企业，主营业务为水稻、小麦种子的研发及代繁育，水稻、

小麦和大米等农作物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贸易业务以及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相

关土地的绿化工程服务，生产经营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其种子烘干虽存

在微量的污染物排放，但上述污染物经处理后可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 -2014)中燃气锅炉标准，且不存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201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5号）和《江苏省排污许可

证发放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的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情形。故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 

（三） 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日常环保合规情况，是否存在环保违

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问题回复】 

2018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取得了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大丰港经济开发区

分局出具的《证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及其前身江苏大丰华丰种业

有限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能够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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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

法规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环保手续，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公司在建设项目一期、二期工程竣工后未及时办理三

同时验收手续存在一定瑕疵。但是公司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开展业务未对周

围环境产生污染。公司已出具承诺函，在建设项目环评验收前不投入使用，公司

将尽快完成项目的环评验收工作；公司控股股东亦出具承诺，如果华丰种业因未

取得环评验收而受到相关部门处罚，控股股东将承担一切因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确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当地环境执法部门出具证明并由本所律师核查

当地环保局网站，公司不存在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形。本所律师结合公司业

务流程核查，认为公司生产经营日常环保合规，不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五、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1、公司存在劳务外包等特殊劳务形式。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劳动用工合法合规情况。 

 【问题答复】 

（一）特殊劳务形式 

1、种业和谷物生产、种植 

根据公司的说明、本所律师对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的访谈和劳动主管部门出具

的证明等相关资料，经核查，公司农业用地主要用途是代制（繁）水稻和小麦种

子、水稻和小麦种植，其农用地的施药、施肥、剪枝，收割、种植都是机械化作

业，劳动力需求量较少，但农田灌溉以及在农忙季节时播种、选种等工序仍需要

雇佣部分当地农户。公司所雇佣的临时用工人员基本是当地或周边农户，具有新

农保，主要为了农忙时节完成在种植研发基地上播种、选种等技术含量较低、可

替代性较高、工作时间零散的辅助性工作，每次雇佣的人员不固定，雇佣时间集

中在 1-4 月、8-12 月期间，每天报酬为 100-110 元（净得款），按天结算报酬，

双方签订有《劳务合同》。公司生产部负责临时工的管理、《劳务合同》签订和履

行、登记造册、计算报酬等工作。除该等用工形式外，公司没有劳务派遣或其他

特殊用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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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对部分临时用工人员的访谈及双方《劳务合同》的约定，该等

农户在农闲之余根据公司临时需求提供零散用工，不受公司的劳动管理，无需遵

守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农业企业中特有及普遍存在的用工现象。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与农户之间属于临时用工需求中形成的雇佣关系，不存在劳动隶属

关系。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临时雇佣关系并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2、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和主要劳务分包单位所签订的协议，除部分管理人员和

项目负责人员外，公司园林绿化工程劳务用工主要采取劳务分包形式，劳务分包

单位列表如下： 

序号 劳务分包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1 
盐城大丰恒庭建设有限公

司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

设施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

建筑防水工程施工；五金产品、建筑材料销售；广

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盐城市大丰大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绿化工程、市政工程、水电工程、景观工程、建筑

装饰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苗木、花卉种

植、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盐城市大丰区海荣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绿化工程、水电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4 
盐城市大丰区颖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水电工程、建筑装饰工

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工程机械租赁；树木销售；

绿化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建办

城[2017]27 号），企业开展园林绿化工程，无需办理园林绿化资质，仅需要园林

绿化的经营范围。故华丰种业选取与公司合作关系良好并具有园林绿化经营范围

的施工企业，将劳务分包给该些企业完成，符合绿化工程施工行业的特性和公司

的实际需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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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2018 年 3月 26 日，公司取得了盐城市大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出具的《证

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江苏大丰华丰种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按时、足额为员工缴付各类法定社会保险费用。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至今，该公司劳动保障、社会保险的执行情况符合国家有关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

和我市的规范政策，不存在因违反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而被本

局行政处罚或征收相关滞纳金的情形。 

根据相关社会保险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查询及公司书

面确认，公司不存在因劳动用工被处罚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特殊劳务用

工形式符合公司的行业特性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劳动用工合法合规。 

六、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1）公司诉

讼或仲裁的具体事由和进展情况；（2）诉讼或仲裁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

若存在不利影响，公司应披露所采取的措施。 

【问题回复】 

（一）、已决诉讼 

报告期内，盐城市大丰区中益饲料有限公司与公司因合作纠纷产生诉讼，详

情如下： 

案号 案由 当事人 判决结果 诉讼阶段 

（2016）苏 0982

民初 1433号 
合作经营纠纷 

原告: 盐城市大

丰区中益饲料有

限公司；李正喜；

李增祥；李臣。 

 

被告：江苏大丰

华丰种业有限公

司 

驳回原告盐城

市大丰区中益

饲料有限公

司、李正喜、

李增祥、李臣

的全部诉讼请

求。 

案件受理费

29280元，由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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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盐城市大

丰区中益饲料

有限公司、李

正喜、李增祥、

李臣承担。 

（2016）苏 09

民终 4120号 
合作经营纠纷 

上诉人：盐城市

大丰区中益饲料

有限公司；李正

喜；李增祥；李

臣。 

被上诉人：江苏

大丰华丰种业有

限公司 

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

费 29280元，

由上诉人盐城

市大丰区中益

饲料有限公司

负担。 

二审 

（2017）苏民申

2391号 
合作经营纠纷 

再审申请人：盐

城市大丰区中益

饲料有限公司；

李正喜；李增祥；

李臣。 

被申请人：江苏

大丰华丰种业有

限公司 

驳回盐城市大

丰区中益饲料

有限公司的再

审申请。 
再审 

诉讼原由：2014 年 5 月 4 日，盐城市大丰区中益饲料有限公司与华丰种业

签订了《合作协议》，后又于同年 6月 10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双方开展合

作，华丰种业投入资金给中益公司，由中益公司开展饲料经营销售，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满后，中益公司归还华丰种业投入的资金并支付利润不低于 40 万

元。合作期内，华丰种业共投入资金 456 万元，后双方合作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终止，中益公司归还了 375万元，尚余 81 万元未及时归还。2015 年 5月，双

方就 81 万元的归还事宜及相关善后事宜签订了协议书，但在该售后协议履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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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盐城市大丰区中益饲料有限公司以华丰种业合同欺诈为由，向有管辖权的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华丰种业与中益公司之间的于 2015 年 5 月 4 日签订的

协议。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审判程序、再审监督程序。各级法院均驳回了中益公

司及其他自然人的诉求，华丰种业均取得了完全胜诉的结果。截止目前，上述

81万元应收款尚未收回，华丰种业仍在催要该款，但在 2016年 9月公司股改审

计时上述 81万元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坏账。 

本所律师认为，该诉讼发生在报告期之前，目前相关合作已经终止，华丰种

业亦不再从事此类饲料销售业务。上述应收款虽然尚未收回，但均已全额计提，

即使不能收回亦对公司财务没有重大不利影响。股改完成后，公司已正常运转了

较长时间，故此该诉讼未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未决诉讼 

1、2017 年 11 月，中益公司及李正喜、李增祥、李臣又向盐城市大丰区人

民法院诉讼，要求解除华丰种业与中益公司之间的于 2015 年 5 月 4 日签订的协

议。在诉讼过程中，中益公司及李正喜、李增祥、李臣又于 2017年 11 月向法院

申请追加诉讼请求，要求判决华丰种业承担因此协议违约的责任，赔偿其损失

3862978.36元。目前，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2、2017 年 11 月，华丰种业向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诉讼，要求中益公司

偿还欠款 81万元及承担利息 485460元，李正喜、李臣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目前，

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两起案件均系华丰种业与中益公司已决案件的后续案件，

根据已公开披露的中益公司与华丰种业已决案件的诉讼判决，华丰种业均已胜诉，

法院对中益公司提出的诉讼理由并不认可。华丰种业委托的诉讼代理机构盐城市

大丰区大丰港法律服务所来函说明，“因前期已有数个关联案件的判决结果，本

案基本事实与前几个关联案件一致，估计该案不应当形成任何诉讼风险。”公司

控股股东海港控股承诺：如公司在本次合作经营纠纷案件中败诉，并因此需要支

付任何违约金及案件相关费用，本法人将在公司实际支付该等违约金及费用之日

起 30 日内对公司予以全额补偿。故后续中益公司提起的未决诉讼以及华丰种业

要求中益公司偿还欠款本息的诉讼虽然尚未判决，但预期对华丰种业生产经营不

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华丰

种业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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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3、关于知识产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

查以下事项并相应发表意见：（1）是否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

明的情形，公司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及其有效性；（2）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否

存在对他方的依赖，是否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3）存在知识产权纠

纷的诉讼或仲裁的，量化分析诉讼或仲裁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问题回复】 

（一） 公司知识产权情况 

1、专利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及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拥有的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类别 专利名称 注册有效期限 

1 201310109811.0 发明 

一种盐碱地

土壤改良方

法 

至 2035年 6 月 2日 

2、商标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拥有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商标名 申请时间 注册号 国际分类 

1 

 

华丰 2014-12-31 16070447 24 - 布料床单 

2 

 

HUAFENG 2014-12-31 16070491 24 - 布料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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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AFENG 2014-12-31 16070359 37 - 建筑修理 

4 

 

华丰 2014-12-30 16050121 30 - 方便食品 

5 

 

华丰 2014-12-30 16050167 35 - 广告销售 

6 

 

华丰 2014-12-29 16043413 1 - 化学原料 

7 

 

华丰 2014-12-29 16043727 42 - 设计研究 

8 

 

华丰 2014-12-29 16043730 41 - 教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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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华丰 2014-12-29 16043794 40 - 材料加工 

10 

 

华丰 2014-12-29 16043548 11 - 灯具空调 

11 

 

华丰 2014-12-29 16044549 22 - 绳网袋篷 

12 

 

华丰 2014-12-29 16043692 43 - 餐饮住宿 

13 

 

华丰 2014-12-29 16043504 8 - 手工器械 

14 

 

华丰 2014-12-29 16044467 21 - 厨房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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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华丰 2014-12-29 16044641 29 - 食品 

16 

 

华丰 2014-12-29 16043439 5 - 医药 

17 

 

华丰 2014-12-29 16043827 39 - 运输贮藏 

18 

 

HUAFENG 2014-12-25 16018603 30 - 方便食品 

19 

 

HUAFENG 2014-12-25 16018875 41 - 教育娱乐 

20 

 

HUAFENG 2014-12-25 16018558 22 - 绳网袋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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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HUAFENG 2014-12-25 16018627 31 - 饲料种籽 

22 

 

HUAFENG 2014-12-25 16018522 21 - 厨房洁具 

23 

 

HUAFENG 2014-12-25 16017276 1 - 化学原料 

24 

 

HUAFENG 2014-12-25 16017721 10 - 医疗器械 

25 

 

HUAFENG 2014-12-25 16018694 35 - 广告销售 

26 

 

HUAFENG 2014-12-25 16017350 5 - 医药 



法律意见书 

 

40 

 

27 

 

HUAFENG 2014-12-25 16018744 39 - 运输贮藏 

28 

 

图形 2014-12-12 15925677 42 - 设计研究 

29 

 

图形 2014-12-12 15925136 36 - 金融物管 

30 

 

图形 2014-12-12 15925317 38 - 通讯服务 

31 

 

图形 2014-12-12 15924738 31 - 饲料种籽 

32 

 

图形 2014-12-12 15924985 33 -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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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形 2014-12-12 15925072 35 - 广告销售 

34 

 

图形 2014-12-12 15924853 32 - 啤酒饮料 

35 

 

图形 2014-12-12 15925425 39 - 运输贮藏 

36 

 

图形 2014-12-12 15925675 41 - 教育娱乐 

37 

 

图形 2014-12-12 15925508 40 - 材料加工 

38 

 

图形 2014-12-12 15925868 44 - 医疗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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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图形 2014-12-12 15925783 43 - 餐饮住宿 

40 

 

图形 2014-12-11 15915539 5 - 医药 

41 

 

图形 2014-12-11 15915945 16 - 办公品 

42 

 

图形 2014-12-11 15916214 22 - 绳网袋篷 

43 

 

图形 2014-12-11 15916456 29 - 食品 

44 

 

图形 2014-12-11 15915670 10 - 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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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图形 2014-12-11 15916231 21 - 厨房洁具 

46 

 

图形 2014-12-11 15915838 11 - 灯具空调 

47 

 

图形 2014-12-11 15915537 8 - 手工器械 

48 

 

图形 2014-12-11 15915311 1 - 化学原料 

49 

 

华丰农

化 

2004-08-23 4232730 31 - 饲料种籽 

3、特许经营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及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目前无特许经营权。 

4、域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域名检索核查，公司拥有域名的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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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域名  网站首页网址 

www.dfhfzy.cn www.dfhfzy.cn 

5、种子新品种 

根据公司所出具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拥有 2 项审定通过的品种，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品种类型 品种取得方式 品种权人 

1 两优 3325 皖审稻 2017011 水稻 转让所得 华丰种业 

2 南粳 2728 - 水稻 转让所得 华丰种业 

此外，公司尚有 16项品种处于审定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品种 品种类型 参试级别 

预备试验 

（一年） 

区域试验 

（二年） 

生产试验 

（一年） 

品种取得

方式 

1 
华荃优

187 
杂交籼稻 

国家 2017 2018-2019 2020（预计） 
原始所得 

江苏省 2016 2017-2018 2019（预计） 

2 
华内优

77 
杂交籼稻 

国家联合

体 
2018-2019 2020（预计） 原始所得 

3 
华丰

16135 
常规粳稻 

江苏省联

合体 
2018-2019 2020（预计） 原始所得 

4 
华丰

17022 
常规粳稻 

江苏省联

合体 
2018-2019 2020（预计） 原始所得 

5 
华丰

17033 
常规粳稻 

江苏省联

合体 
2018-2019 2020（预计） 原始所得 

6 
华丰

17018 
常规粳稻 

安徽省联

合体 
2018-2019 2020（预计） 原始所得 

7 Y1306 常规粳稻 江苏省 2015 2016-2017 2018 转让所得 

8 
华丰

1346 
常规粳稻 江苏省 2018 

2019-2020

（预计） 
2021（预计） 原始所得 

9 华丰 常规粳稻 江苏省 2018 2019-2020 2021（预计） 原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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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品种 品种类型 参试级别 

预备试验 

（一年） 

区域试验 

（二年） 

生产试验 

（一年） 

品种取得

方式 

17011 （预计） 

10 
华丰

17039 
常规粳稻 江苏省 2018 

2019-2020

（预计） 
2021（预计） 原始所得 

11 华丰 053 常规粳稻 江苏省 2016 2017-2018 2019（预计） 原始所得 

12 
华两优

206 
杂交籼稻 江苏省 2018 

2019-2020

（预计） 
2021（预计） 原始所得 

13 
华内优

077 
杂交籼稻 江苏省 2018 

2019-2020

（预计） 
2021（预计） 原始所得 

14 
华荃优

187 
杂交籼稻 江苏省 2017 2018-2019 2020（预计） 原始所得 

15 丰麦 1号 小麦 江苏省 2015 2016-2018 
2018-2019 

（预计） 
转让所得 

16 丰麦 2号 小麦 
江苏省联

合体 
2017-2019 

2019-2020 

（预计） 
原始所得 

（二）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专利发明证书、商标证书、品种审定证书及相应的转让

协议，查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cpquery.sipo.gov.cn/）、中国商标网

（http://sbj.saic.gov.cn/）、江苏种业信息网（http://www.jsseed.cn/），公

司的商标、专利、种子品种申请审定均系原始所得或转让所得，转让手续合法合

规，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或诉讼。 

经核查，公司知识产权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

公司在种子新品种审定方面虽存在个别与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合作，但均签订有相

应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属于公司科研生产时正常发生的科技嫁接和科研成

果应用，恰恰体现了公司的科研属性和行业的人脉资源，并不存在对他方的依赖，

不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并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或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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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5：“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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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回复】： 

（一）核查情况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兴华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核查了公司相

关制度，在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关联方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关联方（项目） 2015.12.31 
本期占用

累计发生 

本期偿还累

计发生 
2016.12.31 

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

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中：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13,967,403.77 5.03 13,967,408.80  

 江苏大丰蓝色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2,187,160.30 

 

2,187,160.30 

 江苏大丰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742.20 

 

20,742.20 

 合计 16,175,306.27 5.03 16,175,311.30 

 报告期初，即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在应收关联方盐城市大丰区

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苏大丰蓝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江苏大丰港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非经营性账款，上述款项在公司股改基准日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前已

经收回。 

报告期内 2016 年，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增的其他应收款

5.03 元，系公司人员调动离职入职手续办理不及时，公司为华丰农业公司员工代

扣的个税，金额较小且 2016 年 5 月 31 日股改之前已收回。 

报告期内，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资金不存在其他被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参股的企业占用的情况。 

（二）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报告期初，公司存在应收关联方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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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江苏大丰蓝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江苏大丰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非经营性

账款，上述款项在公司股改基准日 2016年 5 月 31日之前已经全部收回。该事项

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现公司经过股份制改造后已完善了相应制度，制定了《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融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报告期内，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资金不存在其他被控股股东及其控制、参股的企业占用的情况。本

所律师认为，上述制度切实、有效，公司目前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九、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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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并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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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回复】 

公司不存在下属控股或参股子公司。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详情如下表所述： 

序号 与公司关系 被核查对象 

1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邵正林 

2 挂牌公司 华丰种业 

3 控股股东 海港集团 

4 董事、总经理 吴俊生 

5 董事 周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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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志强 

7 宗德富 

8 

监事 

吴广国 

9 陈晓敏 

10 高青 

11 副总经理 蔡锋 

12 财务负责人 孙杰 

13 董事会秘书 姜萍 

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提供的于中国人民银行查询的《个人征信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公司及前

述主体所出具的《调查表》、《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

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index.html） 、最高人民法院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 、信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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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等网站进行检索查询，截止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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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 》等

规定的相关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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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回复】 

1、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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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本所律师通过环保部（http://www.zhb.gov.cn/） 、省环保厅

（http://www.jshb.gov.cn/jshbw/yzsfw/xzxkhxzcf/index.html）的网站进行

检索查询，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部门“黑名单”

的情形。 

（ 2 ）、 经 本 所 律 师 通 过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网 站

（http://www.sda.gov.cn/WS01/CL0001/）、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http://www.jsfda.gov.cn/）进行检索查询，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

违法行为而被列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黑名单”的情形。 

（ 3 ）、 经 本 所 律 师 通 过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网 站

（ http://www.aqsiq.gov.cn ） 、 江 苏 质 监 信 息 网

（http://www.jsqts.gov.cn/zjxx/）进行检索查询，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质量监管部门“黑名单”的情形。 

（4）、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税务总局（http://www.chinatax.gov.cn） 、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网站（http://www.jsgs.gov.cn/）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网站

（http://www.jsds.gov.cn/）进行检索查询，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

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税务部门“黑名单”的情形。 

（ 5 ）、 经 本 所 律 师 通 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 信 用 中 国

（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  、 信 用 江 苏

（http://www.jscredit.gov.cn/index.htm ）、江苏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218.94.123.69:8080/jssgs/cfPage.do） 及其他政府

部门网站进行检索查询，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其他

监管部门“黑名单”的情形。 

2、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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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前述主体所出具的《调查表》、《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至反馈回复之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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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 》等规定的挂牌条件。 

十、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7：“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

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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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

见。” 

【问题回复】 

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已载明相关事项，具体如下： 

序号 事项 章程约定的具体情况 

1 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

及股东名册的管理 

第 14 条载明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为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机构。 

2 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 第 28 条规定了公司股东的具体权利，包括：依照

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

分配；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

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对公

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等等。 

3 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

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

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第 36 条规定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

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

司造成损失及其他股东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

诚信义务 

第 36 条规定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

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包括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在内的各种方式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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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损害公司的利益。 

5 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

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

的范围 

第 73 条规定了股东大会决议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情况，包括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范围。 

6 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第 38 条规定了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公司的对外担保单笔金额或者连

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等等 

7 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

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

估的安排 

第 104 条规定了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

给所有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

司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况，进行讨论、评

估。 

8 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

临时报告的安排 

第 184条规定了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公司依法

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9 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

人 

公司章程暂未规定，公司目前正在修改章程增加相

应条款。 

10 利润分配制度 第 151条规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11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

容和方式 

第十一章第 183条至185条规定了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12 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

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

机构） 

第 30条至第 33条规定了纠纷解决机制 

13 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

制度 

第 75 条规定了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方的回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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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累积投票制度 由于公司当前规模较小，结构成分较为简单，暂未

建立累积投票制度。 

15 独立董事制度 由于公司当前规模较小，结构成分较为简单，暂未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本所律师核查了现行的《公司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对比了《公司章程》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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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取得了公司三会会议文件，

核查了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 

《公司章程》在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

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

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

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

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

临时报告的安排、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

机制、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等方面的规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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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由于公司当前规模较小，结构成分较为简单，暂未建立累积投票制度和独立

董事制度。《公司章程》暂未明确规定信息披露机构及信息披露负责人，但公司

2016 年 7 月 29 日经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办法》。现公司正在通过法定程序修改章程，就信息披露机构及信

息披露负责人予以补充规范。公司已于 2018 年 5月 27日、2018年 6 月 13日分

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相应章

程修正案。根据该章程修正案，公司的信息披露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秘书负责

信息披露事务。目前，该章程修正案正在申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的相关制度后认为，公司已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条

款，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

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性文件，以确保《公司章程》相

关条款的可操作性。 

本所律师访谈了公司部分人员，查阅了公司三会会议文件后认为，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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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公司三会及管理层均按照相应制度运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得到有

效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自身责任与义务，并承诺在公司独立性、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诚信义

务等方面遵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管理层对于公司

治理机制的评估以及对公司治理情况的说明和自我评价，公司的治理机制能够有

效运行，运行情况良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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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且

具备可操作性。 

十一、 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

事项。 

【问题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本所律师已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

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公司不存在需要

补充说明的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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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一、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5：“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所使用的土地的性质和用途；（2）公司土地承包、租赁关系的合法性、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涉及改变土地用途，是否需要并已经履行相关村民决策，以及政府部门的审批、登记手续；（3）是否存在承包、租赁事项无效的风险，是否存在无法转为国有土地和取得新的使用权证的风险、是否存在公司集体土地被收回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是否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以及公司针对风险的具体应对措施。”
	二、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6、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等，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各项业务开展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三、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7、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判断依据是否合理；（2）核查公司关联企业受让方的董监高人员情况与股权结构，说明是否仍存在关联关系，同业竞争规范措施是否充分、合理，是否有效执行，是否影响公司经营。
	四、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9、请公司说明所提供的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是否充分及其依据。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五、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10、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①公司建设项目的环保合规性，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如未取得，请说明其合法合规性；②公司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以及取得情况；③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日常环保合规情况，是否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五、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11、公司存在劳务外包等特殊劳务形式。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劳动用工合法合规情况。
	六、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1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1）公司诉讼或仲裁的具体事由和进展情况；（2）诉讼或仲裁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若存在不利影响，公司应披露所采取的措施。
	七、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13、关于知识产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相应发表意见：（1）是否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公司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及其有效性；（2）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否存在对他方的依赖，是否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3）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或仲裁的，量化分析诉讼或仲裁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八、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15：“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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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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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并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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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17：“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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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十一、 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