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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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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国律非字第 166 号

致：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

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项目（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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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挂

牌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业务规则，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公司本次挂牌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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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所仅就与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合法

性及对本次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有关境外法

律问题以及会计、审计、资产评估、验资、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及内部控制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

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3、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

效是以该等事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

据。

4、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一）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公司提供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二）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

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

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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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

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并依法为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7、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内容，但公司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8、本所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9、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挂牌

之目的而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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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否则下列简称对应下述含义:

简 称 指 对应全称或含义

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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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康源堂 指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今，变更登记设立的山东康源

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山东康源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康源堂有限、有

限公司
指

2012 年 0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0 日，登记注

册的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济宁市工商局 指 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微山县工商局 指 微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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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挂牌标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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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章程》 指
公司现行有效的《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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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 指
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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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转让说

明书》
指

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康

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审计报告》 指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

年10月24日出具的中证天通（2018）审字第0502051

号《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06

月 05 日出具的中瑞评报字[2018]第 000340 号《评

估报告》《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拟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净资产价值追溯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本所 指 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

开源证券、主办

券商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天通所 指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会 指 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

报告期、最近两

年
指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1-6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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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公司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内部批准和授权

1、董事会决议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前述议

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股东大会的召开及决议

2018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上述与本次申请挂牌相关的议案。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并公开转让，并授权公司

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全部事

宜。

（二）外部批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股东人数

未超过 200 人的公司申请其股票公开转让，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审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挂牌豁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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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尚需取得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挂牌业已获得其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该次董事

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内容及出

席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均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的授权范围和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挂牌除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的审查意见，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公司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其工商档案，公司系康源堂有限根据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16）第 DY-0026 号《审

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07 月 31 日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成为的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已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向济宁市工商局

申请登记，并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济宁市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91370826597849006H），

公司依法设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部分所述）。

根据公司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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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826597849006H

法定代表人 闫庆康

注册资本 2090 万元

公司住所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侧 128 号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加工、销售：中药饮片；中药材种植；水蛭养殖；驯养

繁殖中华大蟾蜍及加工、销售蟾酥等产品；收购、销售：

中药材(麻醉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精神药品除外)、农

副产品（粮食、蚕茧、棉花除外）、水蛭；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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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日期 2012 年 06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06 月 21 日至长期

（二）公司有效存续

经查阅公司的工商底档，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新有效的《营业执

照》、《公司章程》以及根据公司住所地有关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

公司是营业期限为长期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不存在股东（大）会决议解

散、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违反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被依法责令关闭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而需要终止经营

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内规范经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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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根

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等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

形，具备申请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

《挂牌标准指引》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其他规定，对公司挂牌所具

备的实质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结合中证天通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等的记载，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符合以下实质条

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如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康源堂系康源堂有限依

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成立于 2012 年 06 月 21 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经济宁市工商局核准，康源堂有限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的

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

如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和“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所述，并依据公司历次验资

报告，公司股东的出资合法、合规，出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系由康源堂有限按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不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不根据资产评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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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账务调整，公司的存续期间自康源堂有限成立之日起计算。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存续了至少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存续满

两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和《挂牌标准指引》第一条之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司阐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中药材、中

药饮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水蛭、蟾酥及其他中药饮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对公司设备清单、公司人

员名册、商业合同及现场核查，公司具备主营业务所需的包括办公场所、

市场人员等关键资源要素。

3、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各期具有持续

的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研发费用支出等与业务相关的持续的

营运记录，公司具有持续营运记录；

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业务收入分别为 63,562,399.18 元、

132,307,794.60 元；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为

195,870,193.78 元，不低于 1000 万元；

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总额为 2090 万元，不少于 500 万元；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的每股

净资产为 1.50 元/股，不低于 1 元/股。

4、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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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公司确认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

的情形，不存在因违法经营而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

业执照的情形。

公司的业务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已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

资格的中证天通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证天通所

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

——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的承诺和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业务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环保、质量、安全等要求，

不存在其他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

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和《挂牌标准指引》第二条之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公司制定并审议通过了《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投资、担保、借贷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办

法》等公司治理文件，并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

必备条款》的规定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公司目前严格按照各项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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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规范运行，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三会一层”能够按照公司治理制

度进行规范运作。在报告期内，康源堂有限遵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公司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公司

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 24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者被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认定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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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2、公司合法合规经营

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公司确认，公司最近 24个月内

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而受到刑事处罚或适

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的情形，最近 24 个月内亦不存在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其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

在涉及以下情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1)受刑事处罚；(2)受到与公司规

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3)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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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根据公司确认，如本法律意见书之“八、公司的业务”所述，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取得从事其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如本法律意见书“二十、公司的诉

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其法定代

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为

失信惩戒对象的情形。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如本法律意见书“十九、公司的环

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所述，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其生产经营过程中能遵守环保、质量、安全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质量、安全等要求。

根据公司确认、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财务决策，制定了规范

的财务会计制度、内控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相关会

计政策能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

则》第 2.1 条第（三）项和《挂牌标准指引》第三条之规定。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公司股权明晰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股东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公司的股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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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重大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的股东所持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并经核查，公司的股东不存在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股东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2017 年 1 月，山东省国有引导基金山东省现代产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向公司投资 319.00 万元，持有公司 290.00 万股，公司存在国有股

东，但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前不存在国有股权转让或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

的情形。

2、公司的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在有限公司阶段发生了 1 次增资、4 次股权转让，公司整体变更为康源堂

后发生了 1 次增资。（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

司的股本及演变”），自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股权变化、股权转让等行为

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历次股权变动的其他相关文件及公司

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

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的行为，亦不存在 36 个月前发生违法行

为，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8月在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托管并挂牌，公司已于 2018 年 8月 16 日办理完毕停牌事宜，2018

年 9 月 11 日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具说明一份：“公司股权自挂

牌之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不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股票情形，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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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任何权益拆分为等额公开发行；不存在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

方式进行交易；不存在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

间间隔少于5个交易日的情形；不存在权益持有人累计超过200人的情形，

未通过齐鲁股权办理股权转让。挂牌期间，公司遵守齐鲁股权的各项规章

制度，不存在因违反规章制度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清晰、明确，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

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和《挂牌标准指引》第四条之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开源证券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的《主

办券商业务备案函》，具备担任公司本次公开转让主办券商的业务资格。

公司已与开源证券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聘请开源证券担

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由其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

续督导。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聘请开源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和《挂牌标准指引》第五条之规

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符合《业务规则》和《挂牌标准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具备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本次股份挂牌的实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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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系由康源堂有限以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的设立履行了以下程序：

（一）签订发起人协议

2016 年 10 月 10 日，闫庆康、张娴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发起人

协议》，约定了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经营期限、设立方式、发

行股份总额、发起人认缴股份的数额、出资比例、发起人的权利与义务、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

（二）审计、评估、验资程序

2016 年 10 月 10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中兴华审字（2016）第 DY-0026 号《审计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6

年 07 月 31 日，康源堂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19,791,826.43 元。

2018 年 06 月 05 日，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了中瑞评

报字【2018】第 000340 号《评估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6 年 07

月 31 日，康源堂有限经评估的账面净资产为 2,127.34 万元。

2016 年 10 月 10 日，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

致同意以 2016 年 07 月 31 日为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基准

日；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

华审字（2016）第 DY-0026 号确定的净资产额 19,791,826.43 元，整体折

成公司股份 18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剩余 1,791,826.43 元进入资本公

积；以原有限公司股东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2016 年 10 月 26 日，烟台兴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烟台兴润会

验字[2016]1003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10 月 26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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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筹）之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章程之规定，以其拥有的有

限公司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19,791,826.43 元，按

1:0.90947 的折股比例折股为 1,80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缴

纳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0 万元整，账面净资产并折股后的余额

1,791,826.43 元转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三）首次三会召开

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全体发起人均出席了会议，

代表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数的 100%。

会议以投票方式选举由闫庆康、张娴、闫宪涛、华允全、王艳共五人

组成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选举闫宪明、李世香、

二人为监事，并与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代表监事马云龙共同组成第一

届监事会。股东大会同时通过如下议案：《关于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筹建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建费

用报告的议案》、《关于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起草情况报告

及章程（草案）的议案》、《关于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关于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等。同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等事宜。

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闫庆康为公

司董事长，聘任闫庆康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艳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

姜娜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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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

作细则》、《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制度。

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闫宪

明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四）工商登记手续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济宁

市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6597849006

H）。根据该《营业执照》记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800 万元，公司类型

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

中药饮片；驯养繁殖中华大蟾蜍及加工、销售蟾酥等产品；收购、销售：

中药材(麻醉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精神药品除外)、农副产品（粮食、蚕

茧、棉花除外）、水蛭；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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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改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闫庆康 1080.00 60.00

2 张娴 720.00 40.00

合计 1800.00 100.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以康源堂有限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的设立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发起人签

订了相关《发起人协议书》，该协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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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设立时进行了审计，未进行资产评估，后经中瑞世联资产

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股改基准日进行了补充评估，审计、评估机构

均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

公司依照《公司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及内容召开了公司创立大会，

公司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创立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的设立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设

立合法、有效。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

中药饮片；中药材种植；水蛭养殖；驯养繁殖中华大蟾蜍及加工、销售蟾

酥等产品；收购、销售：中药材(麻醉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精神药品除

外)、农副产品（粮食、蚕茧、棉花除外）、水蛭；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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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水蛭、蟾酥及其他中药饮片。

根据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两年来独立从事

其经营范围内的业务，拥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资质。公司的生产经营

不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的业务完全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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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二）公司的资产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独立拥有与其

生产经营有关的办公机器、设备等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十二、公司的主要财产”部分），上述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2、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公司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为闫庆康，实际控制人

为闫庆康、张娴，公司当前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它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形，当前也不存在资产、资金和其他资源被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闫庆康、张娴出具承诺：“本人实际控制康源堂期间，若因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而承担责任的，将由本人无条件承担并赔偿给公司造成

的全部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1、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

由 5 名董事组成；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 1 名、董事会秘书 1名、财务负责人 1 名。

前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2、根据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书面声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专

职在公司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股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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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的情形，也未在其他公司领取薪酬。

3、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员工签订了劳动

合同，建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制度和独立的工资管理制度，独立发放员工

工资。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人员独立。

（四）公司的机构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等公司治理机构并制定了完善的议事规则；公司具有健全的内

部经营管理机构，设有独立的组织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2、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机构与部门均系根据其

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设立，公司独立行使经营

管理职权，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机构独立。

（五）公司的财务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开户资料及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独立在银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613000407803），公司基本账户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微山支行（账号：1608004109024868952）)，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



法律意见书

24

2、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

聘请了专职财务负责人，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了财务、

会计管理制度，独立核算。

3、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现持有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70826597849006H 号《营业执照》，依法独立履行纳税申报及

缴纳义务，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纳税

的情况。

4、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它企业

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资产、资金和其他资源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5、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独立作出财务决策，自主

决定资金使用事项，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干预资金使用安排的情

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独立。

（六）公司具有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业务不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运营体系，具有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能力。

2、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独

立开展业务，并不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

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或影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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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独立性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

务独立，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

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4.1.3 条和第 4.1.4 条的

规定。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情况

1、公司的发起人

如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所述，公司系以经审计的净资

产整体折股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发起人共 2 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公司发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起人

姓名

发起人证照

号码
国籍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住所

1 闫庆康
37082619890

903****
中国 1080.00 60.00

山东省微山县夏镇

李谷堆村****

2 张娴
37082619910

930****
中国 720.00 40.00

山东省微山县夏镇

严庄村****

合计 1800.00 100.00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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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存在发起人 2 名，均为自然人发起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发起人均为具有中国国籍、住所在中国境

内、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的自然人。各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权属关系清

晰，其将该等资产投入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和出资

比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2、公司的股东

公司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股改至今，公司仅于 2017 年 1 月进行过一

次增资。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证照号码
国籍

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住所

1 闫庆康

3708261989

0903****
中国

1,080.00 51.67

山东省微山县夏

镇李谷堆村****

2 张娴

3708261991

0930****
中国

720.00 34.45

山东省微山县夏

镇严庄村****

3

山东省现代

产业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91370000MA

3CK3TJ08
中国 290.00 13.88

山东省济南市高

新区汉峪金谷

A3-5 号楼 3801 室

合并 2,090.00 100.00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股东均具有《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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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闫庆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80.00 万股的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51.67%，

为公司控股股东。

同时，闫庆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80.00 万股的股份，占股本总额

的 51.67%，为公司控股股东。张娴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720.00 万股的股份，

占股本总额的 34.45%。闫庆康先生与张娴女士系夫妻关系，两人合计控

制公司 1,800.00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86.12%。

闫庆康，男，1989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

9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就读于山东医药技师学院，专科学历，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专科学历（网络教育）。2011 年

8月至 2012 年 6月，自由职业；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9月就职于公司，

历任公司职员、行政部经理、执行董事职务；2016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张娴，女，1991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9

年 9月至 2012年 7月就读于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专科学历。自2012

年 9 月至今就职于微山县容商砼业有限公司，任财务部门职员；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9 月就职于公司，任监事；自 2016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闫庆康先生与张娴女士对重大事项具有决策权，足以支配公司的行

动，在公司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闫庆康先生与张娴女士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认为：闫庆康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闫庆康先生与张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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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05 月 24 日，闫宪胜与王云兰夫妻合计控制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016 年 05 月 25 日至 2017 年 1月 9 日，闫庆康与张娴夫妻合计控

制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017 年 01 月 10 日至今，闫庆康与

张娴夫妻合计控制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6.12%。

闫宪胜先生系闫庆康先生的父亲，王云兰女士系闫庆康先生的母亲。

公司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为闫宪胜与王云兰夫妻基于年

龄和身体健康原因的考虑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闫庆康与张娴夫妻

承继家业。

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闫宪胜先生与王云兰女士变更为闫庆

康先生与张娴女士。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闫宪胜先生与王云兰

女士变更为闫庆康先生与张娴女士。

（三）发起人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有股东（包括间接股东）之间的关

联关系如下：

闫庆康与张娴为夫妻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公司股东之间无其他

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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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

起人的资格，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地、出资比例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各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产权清晰。公司的现有股东均具有《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

公司控股股东为闫庆康先生，实际控制人为闫庆康先生与张娴女士，

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闫宪胜先生与王云兰女士变更为闫庆康

先生与张娴女士。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根据公司的工商档案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的股本及演变情况如

下：

（一）2012 年 06 月，康源堂有限设立

2012 年 02 月 14 日，微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鲁）登记私

名预核字[2012]第 0447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的

企业名称为“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2 年 06 月 19 日，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

致同意以下事项：选举闫宪胜为公司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

王云兰为公司监事；通过公司章程。同日，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签署经理聘任证明，聘任闫宪胜为公司经理。

经微山信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微信会验字（2012）第 204 号《验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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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验证，截止 2012 年 6 月 19 日止，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已收

到闫宪胜、王云兰缴纳的首次出资陆佰万元整。

经微山信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微信会验字（2012）第 215 号《验资报

告》验证，截止 2012 年 6 月 27 日止，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已收

到闫宪胜、王云兰缴纳的第二期出资陆佰万元整。

康源堂有限设立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闫宪胜 货币 840.00 70.00

2 王云兰 货币 360.00 30.00

合计 1200.00 100.00

（二）有限公司阶段的历史沿革

1、2012 年 12 月，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2 年 12 月 20 日，康源堂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以

下决议：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2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800 万元，增加的

部分由新股东张建新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同意 2012 年 12 月 20

日修订的公司章程。

2012 年 12 月 20 日，微山信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微信会验

字（2012）第 41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12 月 20 日止，贵

公司已收到张建新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陆佰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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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2012 年 12 月 20 日，微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项，

并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闫宪胜 货币 840.00 46.67

2 王云兰 货币 360.00 20.00

3 张建新 货币 600.00 33.33

合计 1800.00 100.00

2、2014 年 03 月，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03 月 17 日，康源堂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一致同意就

股权转让事宜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张建新与王云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张建新将其持有的公

司 33.33%的股权共计 600 万元转让给王云兰，转让价格为 600 万元。

2014 年 03 月 18 日，公司就上述变更事宜进行了工商登记备案。

公司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闫宪胜 货币 840.00 46.67

2 王云兰 货币 960.00 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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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计 1800.00 100.00

3、2016 年 01 月，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01 月 08 日，康源堂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就

股权转让事宜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公司股东闫宪胜、王云兰分别就上述事宜与受让方微山县泽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闫宪胜将公司 26.67%的股权（对

应注册资本金 480 万元）转让给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云兰将

其持有公司 33.33%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600 万元）转让给微山县泽

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01 月 11 日，公司就上述变更事宜进行了工商登记备案。

公司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闫宪胜 货币 360.00 20.00

2 王云兰 货币 360.00 20.00

3
微山县泽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1080.00 60.00

合计 1800.00 100.00

4、2016 年 03 月，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03 月 04 日，康源堂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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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日，公司股东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就上述事宜与闫宪

胜、王云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司

4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720 万元）转让给公司股东闫宪胜。微山县

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2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360 万

元）转让给股东王云兰。

2016 年 03 月 08 日，公司就上述变更事宜进行了工商登记备案。

公司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闫宪胜 货币 1080.00 60.00

2 王云兰 货币 720.00 40.00

合计 1800.00 100.00

5、2016 年 05 月，公司第四次股权变更

2016 年 05 月 23 日，康源堂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

选举闫庆康为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免去闫宪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

人职务；选举张娴为公司监事，免去王云兰监事职务；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股东闫宪胜就股权转让事宜与受让方闫庆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闫宪胜将其持有的公司 6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1080 万元）转

让给闫庆康；股东王云兰就股权转让事宜与受让方张娴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王云兰将其持有公司 4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720 万元）转让给

张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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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5 月 24 日，公司就上述变更事宜进行了工商登记备案。

公司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闫庆康 货币 1080.00 60.00

2 张娴 货币 720.00 40.00

合计 1800.00 100.00

（三）2016 年 10 月 31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31 日，康源堂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详

情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闫庆康 1080.00 60.00

2 张娴 720.00 40.00

合计 1800.00 100.00

（四）康源堂设立后的股本变动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后仅于

2017 年 01 月进行过一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公

司注册资本由 18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090 万元人民币。表决通过章程修

正案。

2016 年 12 月 17 日，山东省现代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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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山东省现代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319 万元，其中 290.00

万元计入股本，其余的 29.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2,090.00 万元，股本为 2,090.00 万元。

2017 年 01 月 03 日，烟台兴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烟台兴润会

验字[2017]100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1月 3 日止，

贵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投资款 3,190,000.00 元，其中：计入新增注册

资本（股本）贰佰玖拾万元整（RMB2,9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90,000.00 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闫庆康 1,080.00 51.67

2 张娴 720.00 34.45

3 山东省现代产业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
290.00 13.88

合计 2,090.00 100.00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的文件及股东提供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信托持

股、委托代持，以及质押、被冻结、保全等权利受限的情形。公司股东关

于其股份取得的声明和承诺中“本人（本公司）承诺本人（本公司）的股

东身份合法合规，取得公司股份的方式合法、合规，取得相应股份所应尽

的法定义务均已履行完毕，相应股权明晰，与他人无任何纠纷及潜在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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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股本演变过程中的代持情形及其处理

2016 年 01 月，公司股东闫宪胜、王云兰分别与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闫宪胜将公司 26.67%的股权（对应注册资

本金 480 万元）转让给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云兰将其持有公

司 33.33%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600 万元）转让给微山县泽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闫宪胜、王云兰夫妻合计将公司 60.00%的股权（对应注册

资本金 1080 万元）转让给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微山县泽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系为闫宪胜、王云兰夫妻代为持有公司股份。

2016 年 03 月，为了解除上述代持行为，经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闫宪胜、王云兰协商一致，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闫

宪胜、王云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司

4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720 万元）转让给公司股东闫宪胜。微山县

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 2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360 万

元）转让给股东王云兰。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计将公司 60.00%

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金 1080 万元）转让给闫宪胜、王云兰夫妻。

闫宪胜、王云兰夫妻与微山县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出具声明、

承诺对上述事宜进行了确认，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系代持及解代持，不存在

股权价款的支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康源堂有限股本演变过程中存在代持情形，已依法解除代持，该问

题已经得到解决，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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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源堂设立时的股份设置、股本结构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经工商局核准登记，股权界定和确认不存在重大

法律风险。

公司历次股东出资均经验资，真实、充足，且出资程序、出资形式

及相应比例等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符

合“股权清晰”的挂牌条件。

八、公司的分支机构及子公司

（一）分支机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分支机构。

（二）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目前不存在子公司。

九、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1、根据公司最新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加工、销售：中药饮片；中药材种植；水蛭养殖；驯养繁殖中华大蟾

蜍及加工、销售蟾酥等产品；收购、销售：中药材(麻醉药品，第一类、

第二类精神药品除外)、农副产品（粮食、蚕茧、棉花除外）、水蛭；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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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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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水蛭、蟾酥及其他中药饮片。公司的实际经营业务未超出其《营业执照》

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经营范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在中国大陆

以外地区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等机构，亦未在中国大陆

以外地区从事投资、承揽任何经营性项目等活动。

3、公司已获得的业务资质，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认证范围 发证日期 到期日期

1

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

GR20173700

1153

山东省科学技

术厅、山东省

财政厅、山东

省 国 家 税 务

局、山东省地

方税务局

- 2017.12.28 2020.12.27

2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

GMP 证书

SD20170583

山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中药饮片（炮制

范围：净制、切

制、炒制、炙制）

2017.07.10 2022.07.09

3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生

产许可证

鲁

20170356

山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中药饮片 2017.07.07 2022.07.06



法律意见书

39

序

号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认证范围 发证日期 到期日期

4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互联网

药品信息服

务资格证书

(鲁)-非经

营性

-2015-0130

山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网站域名

www.sdkyt.com

2015.12.30 2020.12.29

5

山东省野生

动物驯养繁

殖许可证

鲁微动驯繁

字（180622）

号

微山县林业局

允许驯养繁殖山

东省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2015.08.20 2019.09.04

6

陆生野生动

物或其产品

经营许可证

微野经字

（2016）第

4号

微山县林业局

经营种类：中华

大蟾蜍，经营方

式：专营（加工

销售蟾酥等产

品）

2016.12.15 2019.12.15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水蛭、蟾酥及其他中药饮片。公司 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63,519,164.23 元，占营业收入 99.93%；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132,268,959.65 元，占营业收入的 99.97%；2018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为 63,715,075.35 元，占营业收入的 99.97%。主营业务收入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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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业务突出，且具有连续经营记录。主营业务收入占绝对优势，公

司最近两年来经营业务明确。

（三）公司的持续经营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公司为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法律规定，经

营期限为 2012 年 06 月 21 日至长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不存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无法持续经营的情

形。公司不存在持续经营方面的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业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依法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公司的主营业务明确，最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十、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公司的主要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

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结合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关联方如下：

1、公司的董监高人员（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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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的

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二）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部分）。

3、持有公司 5%以上的其他股东。

除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闫庆康、张娴外，公司存在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为：山东省现代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省现代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国锋

成立日期 2016 年 10 月 21 日

公司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 A3-5 号楼 3801 室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及投资管理；资本管理及运

营；企业管理、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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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MA3CK3TJ08

4、公司的子公司或参股公司

根据工商查询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的无子公司或参股其他公司情况。

5、与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可能施加重大影响的

其他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与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

制、共同控制或可能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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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备注

1
微山康源堂商务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闫庆

康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张

娴担任监事。

已经注销

注：微山康源堂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闫庆康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张娴担任监事，现该企

业已经工商注销完毕。

6、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为公司涉及的所有关联自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及其配偶的父母）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

为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备注

1

微山县微山湖宽

体金线蛭养殖中

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庆康之父闫宪胜控制的

企业，闫宪胜担任经营者
已经注销

2
微山县夏镇七星

信息咨询部

公司董事华允全控制的企业，华允全担任经

营者
已经注销

3
微山县昭阳兴达

通讯器材城

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王艳控制的企业，王

艳担任经营者
正在注销

4
微山县博康经贸

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庆康之父闫宪胜控制的

企业，闫宪胜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
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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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备注

代表人

5
微山县润盛农副

产品专业合作社

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庆康之姐闫庆翠参股的

企业，闫庆翠持股比例为 11.11%，闫庆翠担

任法定代表人

正常经营

6
山东容商实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娴之父张吉伦参股的企

业，张吉伦持股比例为 26.67%
正常经营

注：微山县微山湖宽体金线蛭养殖中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父闫宪

胜控制的企业，闫宪胜担任经营者，现该企业已经工商注销完毕。

微山县夏镇七星信息咨询部，系公司董事华允全控制的企业，华允全

担任经营者，现该企业已经工商注销完毕。

微山县昭阳兴达通讯器材城，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王艳控制的企

业，王艳担任经营者，现该企业正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二）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的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

期内，本公司的关联方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情况。

（2）关联方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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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往来款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关联方往来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闫庆康 - - 733,707.90

其他应付款 闫宪胜 - 279,712.48 2,045,412.36

其他应付款 闫庆康 - 5,848,597.78 -

其他应付款

山东容商

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26,020,200.00

截至 2018 年 6月 30 日，公司向关联方闫庆康和闫宪胜的借款已全部

归还完毕。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发生额 2016 年度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153,584.84 228,774.00 191,923.00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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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闫庆康

康源堂 2,000 万元

2017 年 6 月 14 日 2018 年 6 月 14 日 是

张娴 2017 年 6 月 14 日 2018 年 6 月 14 日 是

闫庆康

康源堂 1,800 万元

2018 年 6 月 15 日 2019 年 6 月 14 日 否

张娴 2018 年 6 月 15 日 2019 年 6 月 14 日 否

闫庆康 康源堂 300 元 2017 年 9 月 28 日 2020 年 9 月 27 日 是

康源堂

山东容商

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3312 万元 2017 年 5 月 26 日 2018 年 5 月 26 日 是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公司

不存在关联方占款。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018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

于追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议案》，确认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为进一步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公平合理，防止因为关联交易影响

公司及股东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在《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公司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认定，关联交易价

格的确定和管理，关联交易合同的执行，关联股东及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



法律意见书

46

等，明确了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董事会表决程序，公司已采取

必要的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四）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为保持公司的独立性和完善公司治理，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签署了《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书》，承诺内

容如下：“1、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不占用、支配公司的资金或干预公司

对货币资金的经营管理，保证不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的关联交易：（1）公司为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

广告等期间费用及相互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2）公司有偿或无偿

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使用；（3）公司通过银行或非

银行金融机构向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4）公司委托本人

/本公司及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5）公司为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开具

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6）公司代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偿

还债务；（7）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本人及关联方使

用的资金（包括虚构关联交易转让资金、通过非关联方的交易转供资金、

逾期未收回应收款项等）

2、本人/本公司保证不要求公司为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提供担保，

也不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3、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将尽量减少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

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不会要求公司或接受公司给予与

第三人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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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本公司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与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

议，不会向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述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5、本人/本公司将利用对所控制的企业的控制权，促使该等企业按

照同样的标准遵守上述承诺。

6、本人/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股东大会、董事

会对关联交易进行决策时回避表决，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保障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7、作为董事，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对关联交易

进行决策时回避表决，与其他董事一样平等的行使董事权利、履行董事义

务，保障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上述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具有法律效力，对本人/本公司具有法

律约束力。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

但不限于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方交易系根据市场价格确定的、

公平合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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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或其他资源。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

业务独立性的关联方，对本次申请挂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同业竞争

根据本所律师调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与公司同业

竞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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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闫庆康先生、张娴女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其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股份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避免与股份公司产生（包括潜在的）同业竞争，

本人特出具如下承诺：

1、本人及本人控制和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

形式从事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

业务或活动。

2、本人在作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本人及

本人控制和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

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股份公

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3、本人将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通过任何途径或

方式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4、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获的利益及权益将归股份公司及其控股企

业所有；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及其控股企业

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以及股份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为主张其经济损失而支

出的所有费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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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关于关联交易的内部

管理制度。同时，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股东已分别作出有效承诺以

避免并减少关联交易，该等承诺真实、合法、有效。

2、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作出有效承

诺以避免同业竞争，该等承诺真实、合法、有效。

十一、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公司历次增资、减资、股权转让及变更公司形式

公司历次增资、减资、股权转让及变更公司形式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

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股本及其演变”。

（二）重大收购兼并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的重大资产

变化及收购兼并的情况。

十二、公司的主要财产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公

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6,687,185.25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5,395,530.44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1,291,654.81 元。经本所经办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存在的主要资产如下：

1、土地和房产

根据公司的确认以及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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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情况

如下：

①租赁土地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租赁土地 1宗，具体如下：

序号 使用人 证书编号 座 落 所有权人 用途 面积

1 康源堂有限

微国用（90）字第

0826110000020 号

微山县微欢路中

段东侧 128 号

微山县夏镇

街道办事处

国有工业用地 25 亩

注：2011 年 7 月 1 日，公司与微山县夏镇街道办事处签订《租赁协

议》约定公司承租微山县夏镇街道办事处所有的坐落于微山县微欢路中段

东侧 128 号的土地 25 亩，租赁期限为 2011 年 7月 1 日至 2031 年 6月 30

日，租金为 5 万元/年。

2018 年 9 月 12 日，微山县夏镇街道办事处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山

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原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于

2011 年起租赁微山县夏镇街道办事处（原夏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我

单位”）所有的土地一宗，该土地坐落于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侧 128 号，

面积为 25亩，用地类型为国有工业用地，土地证号为微国用（90）字第

0826110000020 号，土地原使用权人为微山县夏镇焦化厂。

1989 年，经我单位批准将该宗土地交于我单位所属乡镇企业微山县

夏镇焦化厂使用，后微山县夏镇焦化厂被依法吊销，我单位依法将该宗土

地收回。

2011 年至今，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单位签订租赁

协议，我单位作为该宗土地的所有权人依法将该宗土地租赁给其使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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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2 年成立至本说明出具之

日，未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国土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也不存在因涉嫌

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的情形。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宗

土地上自建厂房、办公楼房合法合规，不存在因违反国土管理法律、法规

而被拆除的风险。”

2018 年 9 月 12 日，微山县规划局出具说明：“2016 年 1月 1 日至本

说明出具日，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加工项目”工

程符合微山县城乡规划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而受到

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该地块两年内无城市更新改造计划和拆除风险。”

2018 年 10 月 15 日，夏镇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在夏镇街道办事

处依据微山县规划《微山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微山县

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制定的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土地规划中，康

源堂所租赁土地（微国用【1990】字第 0826110000020 号）无其他规划安

排。”

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庆康、张娴出具承诺函：”如因上述土地租赁存在

瑕疵致使合同无效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将由其本人以现金方式全额

承担，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损失。”

②自建房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自建房产 17座，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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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屋名称 位置 类别 使用日期 面积（㎡）

1 南车间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801

2 北车间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1459

3 东车间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906.57

4 办公楼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1326

5 1 号冷库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154

6 2 号冷库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432

7 餐厅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100

8 储物间 1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110

9 储物间 2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120

10 3 号冷库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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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品库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665

12 投料库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300

13 配电室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72

14 传达室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18

15 密闭烘烤车间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328

16 杂物库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60

17 维修车间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

房屋建筑物 2012/12/1 67.5

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上述房屋建筑物均未办理房

产证。

2018 年 9 月 12 日，微山县夏镇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山东康源堂中

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土地情况说明》：“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

限公司从 2012 年成立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未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国土

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也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的情形。山

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宗土地上自建厂房、办公楼房合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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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不存在因违反国土管理法律、法规而被拆除的风险。”

2018 年 9 月 12 日，微山县规划局出具说明：“2016 年 1月 1 日至本

说明出具日，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加工项目”工

程符合微山县城乡规划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而受到

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该地块两年内无城市更新改造计划和拆除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庆康、张娴出具承诺：若公司因各种原因而无法继

续使用现有土地并造成厂房搬迁或存在与土地使用相关的纠纷、处罚，由

此产生的搬迁费用、因生产停滞造成的损失及其他费用，本人将承担连带

责任，以自有资金全额补偿公司，并承担罚款、滞纳金及其他任何责任，

确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租赁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人 合同编号 座落 所有权人 面积（㎡）

1 康源堂 HFXS201801-01

山东微山经济开发区创达

高科园内 7 号楼 4 层

微山县创达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15,000.00

2018 年 7 月 1 日，公司与微山县创达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厂

房租赁合同》，租赁位于山东微山经济开发区创达高科园内 7 号楼 4 层，

建筑面积为 150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租金为 90万元/年。

2、机动车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车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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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号牌 使用部门 管理部门 注册日期

大众汽车牌

SVW73010FK

鲁 H922M7 公司各部 统一管理 2014-03-31

江铃全顺牌

JX5040XXYTH-S

鲁 HWT238 公司各部 统一管理 2014-04-02

长安牌

SC502XXYDG4Y

鲁 H8501P 公司各部 统一管理 2015-09-16

东风牌

DFA6503W5BDA

鲁 H307D0 公司各部 统一管理 2016-08-17

别克牌

SGM653IUAAF

鲁 HH7057 公司各部 统一管理 2017-11-02

注：经本所律师核查车辆的登记信息，鲁H922M7、鲁HWT238、鲁HH7057

车辆设置了抵押。

3、专利

截至 2018 年 8月 31 日，公司已取得的专利共计 24项其中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 20项，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授权日 专利类型 专利期限

1

一种用于水蛭饮片炮制的

切段装置

20171007

13322

2017.02.09 2018.04.17 发明 20 年

2

一种林下养殖蟾蜍的管理

方法

20141005

12230

2014.02.14 2017.12.19 发明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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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种湖泊网袋养殖水蛭的

方法

20141002

2024.7

2016.04.06 2014.01.19 发明 20 年

4 一种水蛭繁殖生态浮岛

20141012

2067.2

2014.03.29 2015.12.16 发明 20 年

5 一种中药饮片的炒制装置

20172011

99929

2017.02.09 2018.03.27 实用新型 10 年

6 一种水蛭饮片炮制装置

20172012

02781

2017.02.09 2018.03.27 实用新型 10 年

7 一种中药饮片炮制装置

20172012

02870

2017.02.09 2018.03.27 实用新型 10 年

8

一种中药饮片的微波炮制

装置

20172011

98945

2017.02.09 2018.03.23 实用新型 10 年

9

一种能够自主饲喂的蟾蜍

饲料场

20172080

49176

2017.07.05 2018.02.27 实用新型 10 年

10 一种浮动式水蛭栖息场

20172073

00222

2017.06.22 2018.02.13 实用新型 10 年

11 一种荷叶叶心切除装置

20172074

25270

2017.06.24 2018.02.13 实用新型 10 年

12 一种干荷叶存放捆

20172074

30372

2017.06.25 2018.02.13 实用新型 10 年

13

一种荷叶清洗后沥水晾晒

装置

20172073

69942

2017.06.23 2018.02.09 实用新型 10 年

http://www.pss-system.gov.cn/sipopublicsearch/patentsearch/javascript:;
http://www.pss-system.gov.cn/sipopublicsearch/patentsearch/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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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种悬吊式荷叶沥水装置

20172074

24314

2017.06.24 2018.02.09 实用新型 10 年

15

一种投喂螺蛳的多层水蛭

附着基

20172066

66424

2017.06.09 2018.01.30 实用新型 10 年

16

一种水蛭集约化养殖池进

水系统

20172073

00218

2017.06.22 2018.01.30 实用新型 10 年

17

一种协助蝌蚪池幼蟾蜍上

岸的辅助装置

20172082

04400

2017.07.07 2018.01.30 实用新型 10 年

18 一种荷叶晾晒装置

20172074

30298

2017.06.25 2018.01.30 实用新型 10 年

19

一种用于水蛭饮片炮制的

清洗装置

20172012

02809

2017.02.09 2017.10.20 实用新型 10 年

20

一种高效中药饮片炮制装

置

20172012

02866

2017.02.09 2017.10.17 实用新型 10 年

21 一种水蛭饮片的加工装置

20172011

98926

2017.02.09 2017.10.17 实用新型 10 年

22

一种悬吊式多层水蛭栖息

装置

20142065

26251

2015.02.04 2014.11.05 实用新型 10 年

23 一种管状水蛭附着基

20142066

20200

2015.03.18 2014.11.08 实用新型 10 年

24

一种底部为球冠底的水蛭

养殖网箱

20142066

12670

2015.03.18 2014.11.07 实用新型 10 年

http://www.pss-system.gov.cn/sipopublicsearch/patentsearch/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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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标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公司拥有注册商标 6 项，具体如下：

序号 商标标识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有效期

1 第 11423619 号 第 30 类：茶（截止）

2014 年 01 月 28 日至

2024 年 01 月 27 日

2 第 11423361 号

第 5类：人用药；医用

水蛭；原料药；片剂；

减肥茶（截止）

2014 年 05 月 14 日至

2024 年 05 月 13 日

3 第 13623904 号

第 31 类：动物饲料；

饲料；活家禽；活动物

（截止）

2015 年 01 月 28 日至

2025 年 01 月 27 日

4 第 13623905 号

第 35 类：药品零售或

批发服务；进出口代

理；替他人推销；替他

人采购；市场营销（截

止）

2015 年 02 月 21 日至

2025 年 0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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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标识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有效期

5 第 13623906 号

第 29 类：蛋；皮蛋；

家禽（非活）；板鸭；

甲壳动物（非活）；贝

壳类动物（非活）；肉

（截止）

2015 年 01 月 28 日至

2025 年 01 月 27 日

6 第 13623907 号

第 5类：人用药；医用

水蛭；药用大黄根；原

料药；片剂；减肥茶；

中药成药；药用植物

根；药酒（截止）

2015 年 08 月 21 日至

2025 年 08 月 20 日

5、其他经营资产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拥有的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设备，经本

所律师核查，该等设备系公司购买取得，公司对该等资产拥有合法的所有

权。

6、主要财产的产权纠纷和权利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拥有的主要财产不存在产

权纠纷，除本法律意见书 之“十三、公司的重要合同和重大债权债务”

涉及到的抵押外，不存在其他被查封、冻结、扣押、拍卖的情形，公司行

使其所有权/使用权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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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系公司通过租赁、购买等方式取得，

不存在产权纠纷。

十三、公司的重要合同和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的重要合同

1、重大销售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交易金额在 350.00 万元以上且对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编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签署日期 履行情况

1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丹参 767.00 2017.07.10 履行完毕

2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 705.00 2017.11.18 履行完毕

3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 660.00 2017.10.10 履行完毕

4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 585.00 2017.12.01 履行完毕

5 山西云中制药有限公司 水蛭 580.00 2016.05.05 履行完毕

6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 546.00 2017.06.25 履行完毕

7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丹参 517.00 2017.03.25 履行完毕

8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丹参 513.60 2018.04.05 履行完毕

9 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 水蛭 511.50 2017.04.06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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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签署日期 履行情况

10 牡丹江有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蛭 493.50 2015.12.29 履行完毕

11 牡丹江有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蛭 483.00 2016.01.05 履行完毕

12 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 水蛭 376.00 2017.05.25 履行完毕

13 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 水蛭 372.25 2018.05.20 履行完毕

14 山西云中制药有限公司 水蛭 366.00 2017.04.24 履行完毕

15 山西云中制药有限公司 水蛭 366.00 2017.07.20 履行完毕

16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蟾酥 框架合同 2018.06.13 正在履行

17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蟾酥 框架合同 2016.12.31 履行完毕

18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蟾酥 框架合同 2015.12.31 履行完毕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报告期各期间的前五大客户。公司与上

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均为框架合同，按实际采购量与市场

价格结算；2015.12.31签订框架销售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签订框架销售合同有效期为 2017 年 1

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06.13签订框架销售合同有效期为2018

年 06 月 14 日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签署的重大合同均系康源堂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产生，该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均合法有效，不存在因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等有关规定而导致不能成立或无效的情况。

2、重大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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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与供应商签订的金额 200.00 万元以上且对公司生产经营

影响较大的采购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编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总额 签订日期 履行状态

1 朱强 水蛭 672.00 2017.04.05 履行完毕

2 胡皓 蟾酥 668.56 2018.06.25 履行完毕

3 朱修良 水蛭 478.11 2017.05.05 履行完毕

4 朱强 水蛭 325.50 2017.02.10 履行完毕

5 胡皓 水蛭 316.00 2017.02.15 履行完毕

6 胡皓 水蛭 279.00 2017.05.20 履行完毕

7 朱耿慧 水蛭 270.00 2018.04.05 履行完毕

8 胡皓 水蛭 269.25 2017.01.17 履行完毕

9 微山县润蛭经贸有限公司 水蛭 260.10 2018.04.10 履行完毕

10 朱强 水蛭 253.80 2017.03.02 履行完毕

11 微山县润蛭经贸有限公司 水蛭 249.90 2018.05.26 履行完毕

12 朱强 水蛭 243.31 2017.04.12 履行完毕

13 胡皓 水蛭 240.00 2018.04.05 履行完毕

14 安徽省德沣药业贸易有限公司 中药材 231.84 2017.07.04 履行完毕

15 朱耿慧 水蛭 224.00 2017.10.10 履行完毕

3、重大借款合同及其担保情况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重大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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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方式

借款金额

(元）

借款期限

履行

状态

备注

1 康源堂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抵押、保证借

款

18,000,000.

00

2018 年 6 月 15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

正在

履行

注 1

2 康源堂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抵押、保证借

款

20,000,000.

00

2017 年 6 月 14 日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

履行

完毕

注 2

3 康源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抵押借款 800,000.00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

2019 年 7 月 23 日

正在

履行

注 3

4 康源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抵押借款 900,000.00

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

履行

完毕

注 4

5

康源堂

有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抵押借款 900,000.00

2016 年 5 月 18 日至

2017 年 5 月 17 日

履行

完毕

注 5

6 康源堂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微山支行

质押借款 315,000.00

2017 年 9 月 08 日至

2018 年 3 月 07 日

履行

完毕

注 6

7 康源堂

瑞福德汽车金融有

限公司

抵押借款 170,000.00

2017 年 12 月 0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09 日

正在

履行

注 7

8 康源堂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微山县支

行

权利质押借款 300.00

自 2017年 9月 28日至

2018 年 9 月 27 日

履行

完毕

注 8

注 1：2018 年 6 月 15 日，康源堂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8 年恒银济借字第 100006140051 号，借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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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00.00 元，利率：浮动利率，借款期限：自 2018 年 6 月 15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偿还方式：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17 年 6 月 14 日，刘建夫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抵字第 10000613003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商铺，编号为微山县放权证县城字第 021510 号，共有权人于

玉洁进行确认。

2017 年 6 月 14 日，邱伟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

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抵字第 10000613004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

押担保，抵押物为：商铺，编号为微山县放权证县城字第 021537 号，共有权人王平

进行确认。

2017 年 6 月 14 日，王化春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抵字第 10000613002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商铺，编号为微山县放权证县城字第 021534 号，共有权人杨

夫玲进行确认。

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股东张娴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

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8 年恒银济借高保字第 10000614031 号，闫庆康为上述

借款合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股东闫庆康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

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8 年恒银济借高保字第 100006140121 号，张娴为上

述借款合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注 2：2017 年 6 月 13 日，康源堂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 年恒银济借字第 100006060091 号，借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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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00 元，利率：浮动利率，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6 月 14 日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偿还方式：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17 年 6 月 14 日，刘建夫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抵字第 10000613003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商铺，编号为微山县放权证县城字第 021510 号，共有权人于

玉洁进行确认。

2017 年 6 月 14 日，邱伟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

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抵字第 10000613004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

押担保，抵押物为：商铺，编号为微山县放权证县城字第 021537 号，共有权人王平

进行确认。

2017 年 6 月 14 日，王化春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

合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抵字第 10000613002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商铺，编号为微山县放权证县城字第 021534 号，共有权人杨

夫玲进行确认。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股东张娴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高

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保字第 100006130021 号，闫庆康为上述

借款合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司股东闫庆康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最

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 恒银济借高保字第 100006130011 号，张娴为上述

借款合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注 3：2018 年 7 月 24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2018-KYT 税 01 号，借款金额 8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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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固定利率，借款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 2019 年 7 月 23 日，偿还方式：

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17 年 6 月 26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最高额

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KYT 最高抵 0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物为：大众轿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15756686。

2017 年 6 月 26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最高额

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KYT 最高抵 02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物为：轻型货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23252563。

2017 年 6 月 27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最高额

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KYT 最高抵 03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物为：机器设备 6台\套,抵押登记证书编号：微工商抵登字（2017）8 号。

注 4：2017 年 6 月 28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人

民币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7-KYT 税易贷 01 号，借款金额 900,000.00 元，

利率：固定利率，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偿还方式：

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17 年 6 月 26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最高额

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KYT 最高抵 0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物为：大众轿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15756686。

2017 年 6 月 26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最高额

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KYT 最高抵 02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物为：轻型货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23252563。

2017 年 6 月 27 日，康源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最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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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KYT 最高抵 03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物为：机器设备 6台\套,抵押登记证书编号：微工商抵登字（2017）8 号。

注 5：2016 年 5 月 17 日，康源堂有限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

《人民币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6-KYT 税易贷 01 号，借款金额 900,000.00

元，利率：固定利率，借款期限：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至 2017 年 5 月 17 日，偿还方

式：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016 年 5 月 17 日，康源堂有限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抵

押合同》，合同编号：2016-KYT 抵押 01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

为：轿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15756686;轻型货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

370023252563。

2016 年 5 月 17 日，闫庆翠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签订《抵押合

同》，合同编号：2016-KYT 抵押抵 02 号，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

轿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370026280083。

注 6：2017 年 9 月 08 日，康源堂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微山支

行签订《网上票据池质押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160800041-2017 年（微山）字 00097

号，借款金额 315,000.00 元，利率：固定利率，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9 月 08 日至

2018 年 3 月 07 日，偿还方式：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注 7：2017 年 11 月 02 日，康源堂与瑞福德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汽车贷款抵押

合同》，合同编号：FC881228 号，借款金额 170,000.00 元，利率：固定利率，借款

期限：自 2017 年 12 月 0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09 日，偿还方式：等额本息。

注 8：2017 年 9 月 28 日，康源堂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县支行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3701020170009171，借款金额 300.00 元，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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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利率，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9 月 28 日至 2018 年 9 月 27 日，偿还方式：到期一

次性还本付息。

2017 年 9 月 28 日，闫庆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县支行签订《权利

质押合同》合同编号：37100420170016887，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权利质押担保，出

质物为：个人定期存折,存单号为：（鲁 01-004482681）。

4、重大对外担保合同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重大对外担保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元） 担保期限

履行

状态

备注

1 康源堂

山东容商实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存单质押 33,120,000.00

2017 年 5 月 26日至

2018 年 5 月 26 日

履行

完毕

注 1

注 1：2017 年 5 月 26 日，康源堂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宁分行签订《存单质押合同》，为山东容商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本金叁仟贰佰万元及利息等提供存单质押担保，出质物为：单位

定期存单，存单编号为：S140052435，金额为叁仟叁佰壹拾贰万元。公司的担保资金

来源系由山东容商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微山县海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耕三方

提供，资金到账后公司将其存入保证金账户，待信托贷款期满后，保证金直接划入云

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此期间保证金所产生的利息归山东容商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所有。与此同时，公司与山东容商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微山县海川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张耕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

5、重大土地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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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如下：

序号 使用人 证书编号 座落 所有权人 用途 面积

1 康源堂

微国用（1990）字第

0826110000020 号

微山县微欢路中段

东侧 128 号

微山县夏镇街

道办事处

国有工业

用地

25 亩

2011 年 7 月 1 日，公司与微山县夏镇街道办事处签订《租赁协议》

约定公司承租微山县夏镇街道办事处所有的坐落于微山县微欢路中段东

侧 128 号的 25 亩土地，土地证编号为微国用（1990）字第 0826110000020

号，租赁期限为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31 年 6 月 30 日，租金为 5 万元/

年。

6、重大房屋租赁合同

序

号
使用人 合同编号 座落 所有权人 面积（㎡）

1 康源堂 HFXS201801-01

山东微山经济开发区创达

高科园内 7 号楼 4 层

微山县创达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15,000.00

2018 年 7 月 1 日，公司与微山县创达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厂

房租赁合同》，租赁位于山东微山经济开发区创达高科园内 7 号楼 4 层，

建筑面积为 150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租金为 90万元/年。

7、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受托人 危废名称 危废代码 处置价格 签署日期 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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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再生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

实验室废液、

废试剂瓶

900-047-49 15000/吨

2017 年 11

月 20 日

2017 年 11

月 19 日

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山东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危

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委托山东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实验室

产生的废液及废试剂瓶（《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危废代码“900-047-49”）

进行集中收集、运输、安全无害化处置等事宜。山东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是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批准建设的“临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已

获得危险废物经营资格（批文号：临环函（2017）216 号），具备提供 42

大类危险废物、一般固体废物处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和人身权等原因而产

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其他应收应付账款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公司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项下的款项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34,082.07

元、人民币 26,612.00 元。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

2018 年 6月 30 日，上述款项中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其他应收款、其

他应付款系公司正常业务经营产生。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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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的重要合同，其形式及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

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四、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

（一）公司章程的制定

2016 年 10 月 26 日，山东康源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

全体发起人均出席了会议，代表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

数的 100%。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同意，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该

章程已在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二）公司章程的修改

根据公司确认，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挂牌后适用的《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该章程在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适用。

该公司章程对公司的名称和住所；经营范围和经营宗旨；公司设立方

式；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发起人的姓名、认股数、出资

方式、时间及发起人责任；股份增减和回购；股份转让；股东的权利和义

务； 股东大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董事会的组成、职权、议事规

则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公司财务、

会计及利润分配和审计制度；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和减资；公司解散和

清算；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修改章程；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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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需要规定的事项等方面作了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章程》的制定符合法定程序，其内容符合《公司法》、《管理办

法》、《业务规则》、《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

款》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十五、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章程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和高级管理层等健全的组织机构，各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具

有规范的运行制度。

（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分别规

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召开程序、议事方式。

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挂牌后适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分别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召开程

序、议事方式。

同时，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还制定了《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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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借贷管理制度》、《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办法》、《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山

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

《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山东康源堂

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

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行有效的三会议事规则内容均符合《公司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

内容具体、明确，具备可操作性。

（三）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康源堂有限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之前，其股东会等会议虽然存在届次不清，通知、记录等材料

不齐备的情形。但公司重大事项变更均具有股东会决议，且其内容和签署

合法、有效，也已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成立后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会议资料，公司能够依据《公司章程》及其他治理制度规范运作，会议记

录齐备，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有效。

同时，随着管理层管理意识的增强，并以本次申请挂牌为契机，公司

进一步强化治理意识，完善公司管理制度，严格相关法律、法规及议事规

则的规定规范召开三会并做出有效决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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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2、公司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

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设立以来，其重大决策均履行了内部批准程序，股东大会和

董事会的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有效。

十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康源堂公司现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董事会（5 名）

闫庆康 董事长

夏厚凯 董事

华允全 董事

张娴 董事

王艳 董事

监事会（3 名）

布帅帅 监事会主席

李齐 监事

马云龙 职工监事

高级管理层（3 名）

闫庆康 总经理

王艳 财务负责人

姜娜娜 董事会秘书

1、公司董事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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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分别为闫庆康、夏厚凯、华允全、张娴、

王艳。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闫庆康、闫宪涛、华允全、张娴、王艳；同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闫庆康为董事长，任职期限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免去闫宪涛董事职务，选举夏厚凯

为公司新董事。

（1） 董事长：闫庆康

闫庆康，男，1989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7月就读于山东医药技师学院，专科学历，2012 年 9 月

至 2015 年 1月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专科学历（网络教育）。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6 月，自由职业；2012 年 7月至 2016 年 9 月就职于公司，

历任公司职员、行政部经理、执行董事职务；2016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2）董事：张娴

张娴，女，1991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9

年 9月至 2012年 7月就读于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专科学历。自2012

年 9 月至今就职于微山县容商砼业有限公司，任财务部门职员；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9 月就职于公司，任监事；自 2016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3）董事：夏厚凯

夏厚凯，男，1990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9

年 9月至2013年 7月就读于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学历。2013年 8月至2014

年 4 月，自由职业；2014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任化验员；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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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4）董事：华允全

华允全，男，1986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6

年 9 月至 2009 年 7月就读于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专科学历。2009 年 8 月

至 2013 年 9月就职于康瑞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业务部职员；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就职于公司，任生产部车间主任；2016 年 10 月至今

任职公司董事、生产部车间主任。

（5）董事：王艳

王艳，女，1979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7月就读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专科学历。2003 年 8 月

至 2012 年 5 月就职于微山国鑫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任税务师；

2012 年 6月至今就职于公司，任公司财务总监；2016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

2、公司监事基本情况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分别是布帅帅、李世香、马云龙，其中

布帅帅为监事会主席，马云龙为职工代表监事。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

司创立大会选举闫宪明、李世香二人为监事，并与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

工代表监事马云龙共同组成第一届监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闫宪明为公司监事会主席。2018 年 8月 24 日，公

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免去闫宪明、李世香监事职务，选举布帅帅、李齐为

公司新监事。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

选举布帅帅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各位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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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事会主席：布帅帅

布帅帅，男，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

中学历。2006 年 9 月至 2010 年 7 月就职于无锡金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任磨床组组长；2010 年 8 月至 2012 年 3月就职于山东中煤能源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任铆焊部数控火焰切割机组组长；2012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自由职业；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就职于公司，任设备部部长；

2018 年 8月至今任职公司监事会主席、设备部部长。

（2） 监事：李齐

李齐，女，1990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7月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专科学历（函授），2011 年

6月至 2012 年 8月就职于山东新目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任细砂组组长；

2012 年 9月至 2015 年 7 月，自由职业；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职

于星桥艺术幼儿园，任班主任；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7月就职于公司，

任职质量管理部职员；2018 年 9月至今任公司监事、质量管理部职员。

（3） 职工监事：马云龙

马云龙，男，199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自

2006 年 9月至 2009 年 7 月就读于济宁市体育学院，专科学历。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就职于枣矿集团付煤公司，任职员；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就职于公司，任销售部职员，2016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销售

部职员。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公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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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闫庆康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艳为公司财务负责

人，聘任姜娜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1）总经理：

详见“十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之 1、董事基

本情况之（1） 董事长：闫庆康”。

（2）财务负责人：王艳

详见“十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之 1、董事基

本情况之（5） 董事：王艳”。

（3）董事会秘书：姜娜娜

姜娜娜，女，1984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自

2006 年 9 月至 2008 年 7 月就读于泰山学院，本科学历。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4 月就职于山东营养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任职员；2009 年 5 月

至 2009 年 8 月自由职业；2009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就职于云南旺立达

煤业有限公司，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3 月自由职

业；2016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办公室主任；2016 年 10 月至今任职公司董

事会秘书。

4、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闫庆康与董事张娴系夫妻关

系，除此之外，公司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其任职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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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的变化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变更情况如下：

日期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16年01月

-2016年05月
闫宪胜（执行董事） 王云兰 闫宪胜、王艳

2016年06月

-2016年10月
闫庆康（执行董事） 张娴 闫庆康、王艳

2016年11月

-2018年7月

闫庆康、闫宪涛、

华允全、张娴、王

艳

闫宪明、李世

香、马云龙

闫庆康、王艳、

姜娜娜

2018年8月至今

闫庆康、夏厚凯、

华允全、张娴、王

艳

布帅帅、李齐、

马云龙

闫庆康、王艳、

姜娜娜

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没有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以上变更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1、根据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的所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如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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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

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

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7）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8）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体现了

公司管理决策机构与经营机构分治原则，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诚信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知晓挂牌规则的声明

及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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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或监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本人于此作出声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了解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相

关法律、法规，知悉挂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2、本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无任何其他境外居留

权或者境外身份。

3、本人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尚在禁入期。

4、本人在最近两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在最近一年内

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最近两年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而被被调查或处罚情形。

5、本人未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6、本人具备任职资格，能够忠实和勤勉地履行职务，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

7、本人没有直接或间接投资、经营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其他企业

（通过股票交易所买卖相关企业的股票除外）。

8、本人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形，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

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也不存在负有较大数额的到期债务未偿还

情形。

9、本人及近亲属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潜在）或商业秘密的行

为，也不涉及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而产生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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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人及近亲属不存在在公司客户中占有权益的情形,也不存在通

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或其他方式对公司输送任何利益的情形。

11、截至本声明及承诺签署日，本人不存在对公司构成利益冲突或重

大影响的对外投资。

12、本人目前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

本人完全知悉本人所作上述声明与承诺的责任，如该等声明与承诺有

任何不实致使任何相关人员遭受损失（包括声誉方面受到的不利影响），

本人愿向公司或相关人员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声明、承诺均不可撤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职工监事的人数比例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均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

并办理了相关的备案手续。

十七、公司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公司的税务登记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持有济宁市工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26597849006H 号《营业执照》。公司已经进行税务登记，属于合

法的纳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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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适用的主税种、税率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税 目 纳税（费）基础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11%、10% 11%、13% 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5% 5% 5%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3%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2%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15% 25%

注：2017 年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取

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1737001153，按国家相关税收规

定，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税收优惠期间为 2017 年 1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

1、税收优惠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

公司享受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享受减至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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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补贴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

公司享受财政补贴，具体情况如下：

①2017 年 9月 12 日，济宁市财政局下发《关于拨付 2017 年度补助企

业上市前期费用的通知》（济财企指【2017】32 号），公司已在齐鲁股

交中心挂牌获得财政补助 30万元，公司收到该笔补助资金 30万元。

②2017 年 5 月 11 日，微山县人民政府下发《微山县人民政府关于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微政发【2017】5 号），对在齐鲁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 30万元，公司收到该笔补助

资金 30万元。

③2017 年 5月 24 日，山东省知识产权局下发《2016 年第 2 批和第 3

批资助名单公示》，公司因取得专利一种湖泊网袋养殖水蛭的方法（专利

号 201410022024.7），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 4000 元，公司收到该笔补助

资金 4000 元。

④2016 年 6月 20 日，济宁市知识产权局下发《关于公布 2015 年下半

年全市专利创造资助情况的通知》（济知发[2016]10 号），公司因取得

专利一种水蛭繁殖生态浮岛（专利号 201410122067.2），给予一次性资

金补助 5000 元，公司收到该笔补助资金 5000 元。

⑤2016 年 11 月 9 日，微山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 2015 年度微山县科

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微政发[2016]8 号），公司因一种水蛭繁殖生态浮

岛获得三等奖，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3000元，公司收到该笔补助资金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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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近两年的纳税情况

根据中证天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

公司存在税收滞纳金及税务部门的罚款。

2016 年度，公司无税务罚款及税收滞纳金；2017 年度，由于公司财

务人员疏忽，产生税务滞纳金 14,220.47 元；2018 年 1-6 月，由于公司

财务人员疏忽，产生税务滞纳金 535.71 元。公司存在税务滞纳金总体金

额较小，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微山县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公司近三年未发现偷税、漏税等税务

违法行为，未因税务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也不存在因涉嫌税

务违法、违规行为正被税务行政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未受到税务部门的重大违法违规处罚。

十八、公司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一）劳动用工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及员工名册等相关资料，截至

2018 年 8月 31 日，公司共有员工 58人。

现有员工 58人，公司与所有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等相关协议。《劳

动合同》等相关协议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二）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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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相关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共有员工

58人，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公司已为其中 25名员工缴纳了养老、医

疗、工伤、生育和失业等社会保险，并为其中 12 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

金。未缴纳社保的 33 名员工均已缴纳新农合，并签署了自愿放弃缴纳社

保的承诺；未缴纳公积金的 46名员工签署了自愿放弃缴纳公积金的承诺。

（三）证明和措施

2018 年 9 月，微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兹证明，

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6 年 1 月

1日至今不存在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被我局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因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正在被我局调查的情形。”

2018 年 9 月，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兹证明，截

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6 年 1月 1

日至今不存在因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法律、法规被我局处罚的情况，也不

存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正在被我局调查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闫庆康、张娴作出承诺：如因公司未及时为员工缴纳

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导致公司受到损失或产生其他纠纷的，本人自愿代公司

承担全部损失，并承担因消除相关纠纷产生的全部责任。本承诺为不可撤

销承诺。

（四）公司劳动争议情况

根据公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三年内与员工

之间不存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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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最近两年在劳动用工、社保等方面虽存在不规范之处，但没有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次申请

挂牌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九、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环境保护

1、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不属于环保重点监控企业。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

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 号）和《关于印发<上市公司

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的规定：

环保核查重污染行业分类为以下几大类：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

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采矿业等行业。

《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对“制药”涉及重污染细

分行业类型的规定为：“化学药品制造（含中间体）、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属于制造业（C）中的“医药制造业（C27）”；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的标准，公司属于“中药饮片加工业

（C2730）”；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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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制造业（C）医药制造业（C27）中药饮片加工行

业（C2730）”；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投资型

行业分类标准，公司所处行业为“医疗保健（15）制药、生物科技和生命

科学（1511）制药（151111）中药（15111112）”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的通知》（环保函

[2008]373 号），公司所属行业未被该文件划分为重污染行业。

根据济宁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公示信息，公司未列示于《2016 年

废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2016 年危废企业国家重点监控名单》、

《2016 年废气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2016 年重金属企业国家重点

监控名单》、《2016 年污水处理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2016 年

济宁重点污染源名单》、《2017 年济宁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2018

年济宁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2018 年 8 月，微山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

份有限公司未纳入 2018 年济宁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综上，公司不属于重污染企业，不属于环保重点监控企业。

2、公司取得的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情况

公司的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及验收情况如下：

环评项目 环评单位 环评批复 环评验收

年产 600 吨中药

饮片项目

山东省济宁

市微山县环

2011 年 8 月 16 日，山东省

济宁市微山县环境保护局对

2013 年 6 月 17 日山东省济

宁市微山县环境保护局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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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局 公司年产 600 吨中药饮片项

目出具了环评批复（微环审

报告表【2011】044 号）

项目出具了环评验收批复

实验室建设项目

山东省济宁

市微山县环

境保护局

2017 年 12 月 10 日，山东省

济宁市微山县环境保护局对

公司实验室建设项目出具了

环评批复（微环审报告表

【2017】149 号）

2018 年 2 月 24 日山东省济

宁市微山县环境保护局就该

项目出具了环评验收批复

（微环验【2018】002 号）

3、公司的排污情况及相应的环保措施

公司现有“年产 600 吨中药饮片”、“实验室”两个建设项目会在运

营中产生污染物，上述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及公司对应的防护措

施、环保效果情况如下：

①年产 600 吨中药饮片项目

A、水污染物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过程中的中药饮片车间清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清洗废水与生活污水混合后进入厂区配套建设的废水处理装置，采用生物

技术进行处理后，满足《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GB37/599-2006）重点保护区域标准要求，可将中水回用于厂区绿化及

车间地面清理，没有废水外排。

B、大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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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工艺流程分析，干燥、蒸煮、炒制工序采用电能加热，不会

产生大气污染物，会有带药气味的蒸汽，通过专用排气通道在车间顶部排

放。在净选车间、切制车间将会有少量的粉尘产生，通过布袋除尘器收集

后排放，避免粉尘直接排放至大气，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C、噪音

项目主要的固定噪音为炒药机、切药机、振动筛等设备工作时产生的

设备噪音。采用噪音低的静音设备，合理布置在房间内外，充分利用房间

墙壁遮蔽效应，经距离衰减及围墙屏障作用等。对一些高噪音的设备进行

隔声处理，建隔声门窗、室内吊装吸声体等，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D、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挑选、整理工序中产生的废弃药材、切制、干燥

工序中产生的药物碎屑、包装工序产生的废弃包装材料、厂区产生的生物

垃圾，以上废物均不属于危险物。公司对废材料及生产中产生的药渣，首

先通过工艺将其水分脱尽，然后采用密闭容器存放，药渣将定期由环卫部

门清运，用于农田肥料；厂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密闭收集，委托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固体废物均不会在厂区长期堆存，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标准要求，不会对周边环境

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②实验室项目

A、水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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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产生生活废水及实验冷却水，生活废水和实验室冷却水经

厂区化粪池收集后外运用作农肥，不向周围地表水体排放废水，本项目满

足《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37/599-2006）及修

改单中重点保护区域排放标准。

B、空气环境影响分析

检测化验、配置溶液时产生少量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酸雾及挥发性

气体，废气通过实验室通风柜经风机抽至楼顶排空，排放浓度能够符合《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检测浓度限值

的要求（硫酸雾 1.2mg/m³，非甲烷总烃 4mg/m³）。

C、噪音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车间内的噪声源主要为通风柜、引风机等设备的噪声。设备全

部设置在室内。经预测，采用隔声、减震等措施后，厂界噪声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D、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所产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外运处理。本项目样品实验分析产

生的废液和实验容器冲洗废水，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49 其他废物。

公司将本项目所产生危险废物收集后，委托山东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处理。实验化学药品包装瓶由公司回收。本项目固废合理处置，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订

单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79-2001）（修订单）的要求，



法律意见书

92

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4、排污许可证办理情况

按照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7 月 28 日颁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2017 年版）》，公司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的实施年限为 2020

年。

2018 年 8 月，微山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证明山东康源堂中药饮

片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6 年 1 月 1日至今不存在因违反环境监管的法律、

法规而被我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因涉嫌违反环境监管法

律、法规的规定而被我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形。

综上，根据我国现行排污许可制度要求及微山县环境保护局证明，山

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 2018 年济宁市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公司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的实施年限为 2020 年，公司暂不需要办理

排污许可证。

同时，公司污染处理设施日常有效正常运行，公司已建立各项规章制

度及风险防范应急预案。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环保监管的有

关法律、法规，不涉及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不存在因

违反环保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

嫌违反环保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二）安全生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 号）

第二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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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 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公

司的主营业务为中药材、中药饮片的生产和销售。因此，公司的生产经营

不属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管理范畴，无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2018 年 9 月，微山县安监局出具说明：“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

有限公司该公司各项活动（包括已建设完成项目、在建项目及日常的生产

经营等活动）均遵守安全生产监管的法律、法规。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

份有限公司在最近三年来不存在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况，也不存在因涉

嫌违反安全生产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被我局立案调查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安全生产监管的有关法律、法规，

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也不存在因涉嫌违反安全生产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三）产品质量及技术标准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中药材、中药饮片的

生产和销售，公司已获得质量资格认证情况如下：

序

号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认证范围 发证日期 到期日期

1

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

GR201737

001153

山东省科学技

术厅、山东省财

政厅、山东省国

家税务局、山东

省地方税务局

- 2017.12.28 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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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认证范围 发证日期 到期日期

2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

GMP 证书

SD201705

83

山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中药饮片（炮制

范围：净制、切

制、炒制、炙制）

2017.07.10 2022.07.09

3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生

产许可证

鲁

20170356

山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中药饮片 2017.07.07 2022.07.06

4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互联网

药品信息服

务资格证书

(鲁)-非

经营性

-2015-01

30

山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网站域名

www.sdkyt.com

2015.12.30 2020.12.29

5

山东省野生

动物驯养繁

殖许可证

鲁微动驯

繁字

（180622

）号

微山县林业局

允许驯养繁殖山

东省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2015.08.20 2019.09.04

6

陆生野生动

物或其产品

经营许可证

微野经字

（2016）

第 4 号

微山县林业局

经营种类：中华

大蟾蜍，经营方

式：专营（加工

销售蟾酥等产

品）

2016.12.15 201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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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微山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说明：“山东康源堂中药

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2 年 6 月 21 日成立至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等质量技术监督

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各项活动（包

括已建设完成项目、在建项目及日常的生产经营等活动）从公司成立至本

证明出具之日，未因违反质量技术相关法律、法规受到我局重大行政处罚，

也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正在被我局立案调查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标准，公司遵守有关

质量监督管理法律、法规，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

法规而被受到工商或质监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违反质量

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

技术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

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十、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的涉诉情况

1、经查询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说明以及本所经办律师查询中国裁

判文书网，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的诉讼、仲裁案件。

2、依据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闫庆康、张娴不



法律意见书

96

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形。

3、根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形。

（二）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相关人员受到的行

政处罚情况如下：

1、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的 6 起

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如下：

①2018 年 07 月 24 日，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微）食药监药罚[2018]19 号，康源堂公

司因其生产的“砂仁”（批号为：20160301）检验项目下【性状】项不符

合规定，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3795.00 元，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的罚款

3795.00 元，罚没合计：7590.00 元。

②2018 年 04 月 09 日，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微）食药监药罚[2018]07 号，康源堂公

司因其生产的“烫水蛭”（批号为：20151001）检验项目下【性状】项不

符合规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4650.00 元，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的罚款

4743.00 元，罚没合计：9393.00 元。

③2017 年 09 月 29 日，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微）食药监药罚[2017]34 号，康源堂公

司因其生产的“淫羊藿”（批号为：20170201）检验项目下【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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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规定，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2850.00 元，并处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

8550.00 元，罚没合计：11400.00 元。

④2017 年 07 月 20 日，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微）食药监药罚[2017]32 号，康源堂公

司因其生产的“柴胡”（批号为：20160401）检验项目下【性状】项不符

合规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2736.4 元，并处货值金额二倍的罚款 5472.8

元，罚没合计：8209.2 元。

⑤2016 年 12 月 09 日，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微）食药监药罚[2015]73 号，康源堂公

司因其生产的“柴胡”（批号为：20160301）检验项目下【性状】不符合

规定，及其生产的“土鳖虫”（批号为：20160301）检验项目下【检查】

项不符合规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1966.00 元，并处货值金额二倍的罚款

3932.00 元，罚没合计：5898.00 元。

⑥2016 年 07 月 25 日，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微）食药监药罚[2016]62 号，康源堂公

司因其生产的“牡丹皮”（批号为：20150901）检验项目下【性状】项不

符合规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450.00 元，并处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

1350.00 元，罚没合计：1800.00 元。

2018 年 8月，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证明：“山东康源堂

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2 年 6 月 21 日成立至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近三年来，山

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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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正在被我局立案调查的情形。”

2018 年 8月，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文件，对近三年来，山

东康源堂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情形进行了确认。

公司报告期内受到的 6起行政处罚数额均较小，且处罚作出部门微山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证明，证明康源堂公司近三年来受到的行政

处罚，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亦对上述

情况予以确认。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不会

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

2、依据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行政处罚案件。

3、根据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书面确认，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

责人不存在行政处罚案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不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管理层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十一、公司及相关主体列为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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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

求，查阅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查阅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登陆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http://gsxt.gdgs.gov.cn/)、检索信用中国网站(h

ttp://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

ourt.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 (http:/

/shixin.court.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

ixin.csrc.go v.cn/honestypub/）等网站，核查公司、相关人员出具的

诚信声明和承诺，查阅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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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申报报表审计基准日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被列入名单情形。

本所律师核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

式“黑名单”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被列入相关“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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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申报报表审计基准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被列

入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情形，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二十二、推荐机构

公司已聘请开源证券作为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经本所律师核查，前

述推荐机构已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授予的主办券商业务资格，具备

担任公司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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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挂牌的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业务规则》、《挂牌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足以导致不能进行本

次挂牌的重大法律障碍。本次挂牌尚需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

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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