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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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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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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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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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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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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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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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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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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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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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丰区环保局 指 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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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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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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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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审计期间 指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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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第二次反馈意见问题回复 

（一） 公司国有股权设置批复文件尚在履行报备程序。请公司补充说明进

展情况。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其合法合规性进行分析并说明是否符合挂牌条件。 

【问题回复】： 

公司进行挂牌申报前已向开发区管委会申请逐级办理国有股权管理批复。

2018 年 7 月，大丰区国资办逐级向江苏省国资委申请出具华丰种业国有股权管

理批复，盐城市国资委收到大丰区国资办《关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管理的请示》后，于 2018年 8月 16 日出具了《关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函》。据该函载明：“大丰区国资办：你办《关

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请示》收悉。经查，江苏大丰

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采用增资控股形式实施部分员工持股，该

项行为发生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

意见》颁布前。在试点意见实施前，我省关于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尚未有明确的具

体操作文件，故在此之前实施员工持股的企业如何适用该试点意见尚待上级相关

部门研究确认。考虑上述因素，我委须待省国资委有明确答复后才可申报江苏大

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为支持企业发展，加快推进江苏

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进程，企业可根据审定的《企业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年度检查表》作为国有股权出资和管理依据”。 

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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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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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6 年 6 月 14 日开发区管委会出

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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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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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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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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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措施确保海港集团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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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设立时于 2013年 3月 26日办理了《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

记表》，并由大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审定；历年股权转让和增

资变动，公司均办理了《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表》；股改完成后公司亦因

组织形式变更办理了《企业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表》。公司成立至 2017年度均

通过了本级政府国资管理部门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按照流程逐级向江苏省国资委办理国有股权管理批复，

但盐城市国资委回复暂无法向江苏省国资委申报并予以回函，导致公司无法取得

该批复。盐城市国资委在《关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

项的函》中明确载明，华丰种业可根据审定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

表》作为挂牌时的国有股权出资和管理依据。目前，公司已取得了盐城市大丰区

人民政府做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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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复对公司历史沿革进行了确认，公司不致在历史沿革过程中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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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司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批复文件，公司以企业国有

资产《产权登记表》及《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度检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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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二） 公司环保“三同时”验收尚未完成。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其合法合

规性进行分析并说明是否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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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回复】： 

1、公司建设项目情况 

（1）一期、二期工程（已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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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组织大丰市南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

江苏德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及特邀专家等成立了验收专家组，

进行了种子加工中心一期、二期建设工程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经现场验收，出具了《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一、

二期工程）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同意通过环

保竣工验收。2018年 7月 27日，大丰区环保局官网披露了上述“江苏大丰华丰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验收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 年 7月 27日至 2018 年 8月 27

日”。 

（2）三期工程（在建，尚未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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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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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三期工程尚在建设过程中，尚未全部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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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因公司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工程尚未全部建设完毕，公

司前期未有办理分期建设项目“三同时”竣工验收手续的意识，故未能及时办理

一期、二期工程的“三同时”竣工验收手续。现公司已于 2018年 7月 13日组织

验收专家组进行了一期、二期建设工程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并已顺利通过验收，后又于 2018年 7月 27日经大丰区环保局官网进行了竣工验

收公示。环保部门于 2018年 8月 27日向公司出具了合法合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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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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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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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均具有环

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目前项目第三期工程尚未全部建设完毕，尚无需进行环

保设施竣工验收，一期、二期工程业已通过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并已经过公示，

符合法律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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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工程竣工后未及时办理环保三同时验收存在一定的瑕

疵。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一期、二期建设工程业已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上述

未及时办理“三同时验收”手续的瑕疵已经得到改正，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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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一期、二期项目滞后办理环保“三同时验收”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也未受到

环保部门的处罚，环保部门已出具了合法合规证明，公司控股股东又已承诺将承

担该瑕疵招致的所有损失，故上述瑕疵不会对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障碍，公司符

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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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补充审计期间的事项补充尽调，并对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中存在更

新的内容作补充回复。 

【问题回复】 

本所律师对补充审计期间的事项进行了补充尽调，就与本所出具的原《法律

意见书》及其《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存在更新内容的事项做出如下补充回复： 

（一）、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1、关联方 

补充审计期间，公司关联方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变动公司名称 变动时间 变动状态 变动详情 

1、 盐城大丰海港油

脂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18.6.8 注销 海港集团孙公司依法予以注销 

2、 盐城市大丰港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 

2018.4.3 股权转出 海港集团将该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其

他非关联方 

3、 江苏大丰港远景

集装箱服务有限

公司 

2018.3.2. 新设 海港集团子公司大丰海港港口有限责

任公司新设一下属子公司 

4、 盐城大丰港和顺

临港产业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 

2018.2.26 新设 由海港集团认缴 61.88%的合伙份额 

因盐城市大丰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出尚未满一年，仍认定为关联方。

补充审计期间，公司新增关联方如下表： 

序号 新增关联方名称 经营范围 

1、 江苏大丰港远景集装箱 集装箱装卸、拆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集装箱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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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有限公司 集装箱租赁；港口经营 

2、 盐城大丰港和顺临港产

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2、关联交易 

根据中兴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

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①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关联方类型及关联方名称 

2018年 1-6月 2017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江苏大丰港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133,410.81 - 150,810.00 

江苏大丰港蓝色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207,998.63 773,128.34 12,658,953.04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206,151.25 - 10,620.00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8,345.45 - 16,500.00 

江苏苏港和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 - 937.50 

盐城大丰半岛温泉酒店有限

公司 
- - 4,240.00 



法律意见书 

 

12 

 

江苏大丰和顺电子有限公司  77,863.83 1,505,445.87 

达伯埃（江苏）纸业有限公司 - 62,882.88 534,504.50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 1,566,737.30 - 

盐城市海昌集团公司 7,854.55 5,840.71 24,045.00 

江苏大丰港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3,600.00 1,991.15 - 

盐城市大丰海港新城社区服

务有限公司 
1,636.36 - - 

合计 568,997.05 2,488,444.21 14,906,055.91 

② 采购货物及劳务 

关联方名称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盐城市大丰海港新城社区服务

有限公司 
- 462,984.32 -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135,367.00 106,539.06 263,674.96 

江苏大丰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 1,200.00 -  

江苏丰海新能源淡化海水发展

有限公司 
- -  2,227.20 

江苏黄海港城实业有限公司 - 2,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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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盐城大丰半岛温泉酒店有限公

司 
- 32,429.00 - 

合计 137,367.00 605,152.38 265,902.16 

③ 关联租赁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华丰农业承租国有划拨农用地进行种子研发和农业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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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苏（2017）

大丰区不动

产权第

0027765号 

农用

地 

大丰市华

丰农场

（王港闸

南） 

35,391,

887 

10 年，2013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3,739,4

18 
无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均采用市场定价方法，关联交易价格公

允，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④ 关联方担保 

担保方名称 
被担 

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邵正林、袁玲珍 

本公司 5,000,000.00 
2015/10/

16 

2016/10/

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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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大丰港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邵正林 

本公司 5,000,000.00 
2015/12/

3 

2016/12/

2 
是 

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倪向荣 

本公司 5,000,000.00 
2016/12/

21 

2017/12/

20 
是 

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 2,000,000.00 
2017/12/

25 

2018/4/1

0 
是 

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 1,000,000.00 
2018/6/1

9 

2019/5/2

2 
否 

（2）偶发性关联交易 

① 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

型 

2018年

1-6月 
2017年度 

2016年

度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出售固定资

产 
- 

6,514,800.00

元 
- 

注：公司与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转让道路资产，转让含税金

额为 6,514,800.00 元，根据经评估公司评估后的价格确定。 

② 备用金领取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2018年 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吴俊生 - 20,000.00 - 

蔡锋 13,000.00 24,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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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敏 10,000.00 63,000.00 58,090.00 

高青 - 40,000.00 - 

姜萍 - 32,300.00 31,500.00 

合计 23,000.00 179,800.00 89,590.00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关联方 
2018年 06月 30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应收账款    

盐城市大丰海港新城社区

服务有限公司 
- 15,885.00 15,885.00 

江苏大丰蓝色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158,850.00  19,350.00 - 

达伯埃（江苏）纸业有限公

司 
 69,800.00  71,383.97 309,503.47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9,180.00  9,804.00 - 

盐城大丰半岛温泉酒店有

限公司 
- -- 4,240 

盐城市海昌集团公司  8,640.00  - - 

江苏大丰港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3,960.00  - -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  11,34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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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8年 06月 30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发有限公司 

小计： 261,770.00 116,422.97 329,628.47 

应付账款 

盐城市大丰海港新城社区

服务有限公司 
445,299.32 462,984.32 - 

江苏大丰盐土大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138,514.16 357,759.16 222,609.16 

江苏大丰港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3,200.00 1,200.00 - 

江苏丰海新能源淡化海水

发展有限公司 
2,227.20 2,227.20 2,227.20 

江苏黄海港城实业有限公

司 
2,000.00 2,000.00 - 

小计： 591,240.68 826,170.68 224,836.36 

预收款项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 251,537.36 - 

其他应付款 

盐城大丰半岛温泉酒店有

限公司 
- 32,429.00 - 

盐城市大丰区华丰农业开 45,401.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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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8年 06月 30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发有限公司 

江苏大丰港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1,017,795.70 - - 

小计： 1,063,197.67 32,429.00 - 

注：公司与江苏大丰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应付款项 1,017,795.70 元系

公司为偿还银行贷款向江苏大丰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短期拆借产生，经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签订有短期借款协议。 

3、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新增关联方江苏大丰港远景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盐

城大丰港和顺临港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的经营范围与公司没有重合，主营

业务与华丰种业明显不同，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公司其他关于同业竞争的法律意见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三、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7”。 

（二）公司的主要财产 

1、不动产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审计期间，公司关于不动产权没有更新内容事项。 

2018 年 8月 20 日，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大丰港经济区分局向公司开具

了合法合规证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4年 4月、2015年

8 月和 2016 年 7 月取得位于大丰区华丰农场内面积分别为 14800 平方米、8951

平方米、1239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至今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而受到我局重大行政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2、知识产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审计期间公司有关知识产权事项与《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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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无需要更新内容，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七、《反馈意

见》公司特殊问题 13”。 

3、土地、房屋租赁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审计期间公司有关土地、房屋租赁事项与《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比较无需要更新内容，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一、《反

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5”。 

（三）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1、销售合同 

补充审计期间，公司新增签订的销售合同主要有农产品销售、绿化工程服务

合同。公司选取了合同金额在 300万元或者虽然达不到 300万元人民币，但仍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时间 履行情况 

1 
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绿化工程 3,431,575.00 2018.01.01 正在履行 

2 
福建东泽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农产品贸易- 

水稻 

按客户实际采

购数量结算 
2018.05.22 正在履行 

2、采购合同 

补充审计期间，公司新增签订的主要采购合同（单笔金额 200万元以上）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时间 履行情况 

1 
江苏高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

公司三期

项目仓库 2

5,913,832.21 2018.04.13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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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时间 履行情况 

建设 

3、借款合同 

华丰种业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签订编号

为“2017 丰中银华丰种业借字 00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200.00

万元，借款期限 2017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2017 年 2 月 24 日海

港控股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7 年华丰种业企保

字 0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借款到期后，华丰

种业已将上述 200万元贷款归还。 

华丰种业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于 2018年 6月 15日签订编号为

“2018 丰中银华丰种业借字 0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100.00万

元，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目前，上述贷款合同在正常履约过程中。 

（四）关于资金占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审计期间公司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控制、参股

的企业占用的情况。有关资金占用事项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比较无需要

更新内容，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八、《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5”。 

（五）公司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1、公司报告期适用的主要税种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法定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3%、11%、6%、3% 

营业税 应税收入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流转税额 5%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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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2% 

销售自产农产品按照国家固定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农产品购销业务

不属于免征范围，按照外购农产品的相关规定征收 13%的增值税，并且自 2017

年 7月 1日起调整为 11%；绿化工程业务按照 11%税率征收增值税，在营改增（2016

年 5月 1日起）过渡期采用简易办法按照 3%征收率计算增值税。 

2、税收优惠及批文 

①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1]113 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制种行业增值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7号）规定，公司生产和销售自产种子等产品，享受

免征增值税政策。 

②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免征企业所得税；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所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3、补充审计期间，新增发生的财政补贴详情如下表： 

序号 项目 发生金额（元） 

1 土地出让金返还补助 20,149.00 

2 中央农业发展项目 110,599.08 

3 诚信单位补助 5,000.00 

4 最低收购价粮食销售奖励 167,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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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耕补贴 50,000.00 

合计  353,668.08 

2018 年 7月 23 日，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大丰区税务局向公司开具了合法合

规证明：纳税人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的纳

税所属期内，及时申报各项税务，并已按应纳税款额全部交纳入库。该公司上述

纳税所属期内依法纳税，无偷税、欠税、漏税情况，未因违反有关税务法律法规

而被本局处罚。 

（六） 公司的环境保护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审计期间公司申请进行种子加工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二期工程的环保设施验收，并已于 2018年 7 月 13日通过了验收。详见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第二次反馈意见问题回复之（二）”。 

（七）公司的劳动用工及社保、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经公司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社保缴费明细、

公积金缴费明细，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劳动用工总人数为 31 人。公

司为 28 名员工缴纳了公积金（其中 25 名员工依法缴纳了社保）；公司另外还聘

用了 2 名退休返聘人员，并签订有《聘用合同》，公司无需为其缴纳社保和公积

金；公司销售部新进员工 1名，正在办理人事接转手续。 

上述已缴纳公积金但未缴纳社保的员工有 3人，公司均与其签订了《劳动合

同》并按期发放工资及福利待遇。经核查，其中有 2人将人事关系挂靠在大丰区

人才市场， 1 人的人事关系尚保留在其他单位。经现场访谈，上述人员均因其

个人原因明确表示无需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公司其他劳动用工情况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相较无需要更新内容，

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五、《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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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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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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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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我中心正常参加社会保险，2018 年 1 月至今，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参保 25人，正常缴费，情况属实。 

2018 年 7月 23 日，盐城市住房公积金大丰管理部向公司开具了合法合规证

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自觉遵守国家有

关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地方性规章的要求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不存在拖欠、不足额缴

纳住房公积金的行为，也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法律、行政法

规和地方性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 

2018年 7月 23日，盐城市大丰区劳动监察大队向公司开具了合法合规证明：

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证明开具日，依法规范

经营，该公司能够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未发生因违反劳

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八） 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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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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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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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案件受理费

29280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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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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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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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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内容相较《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无更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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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月 16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一审判决驳

回中益公司及李正喜、李增祥、李臣的上述全部诉讼请求。中益公司及李正喜、

李增祥、李臣因不服一审判决，已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尚在二

审诉讼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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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决案件的一

审判决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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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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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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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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上述更新内容外，补充审计期间公司无其他诉讼、仲裁、行政处罚事

项发生。 

（九）公司其他守法情况 

1、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委员会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向公司开具了合法合规证

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至今，依法规范经营，

不存在任何违反有关农作物种子管理、农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盐城市大丰区粮食局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向公司开具了合法合规证明：

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自觉遵守国家粮食

购销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粮食管理等方

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盐城市大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向公司开具了合

法合规证明：江苏大丰华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能够

遵守和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该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而被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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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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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