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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一、通用术语 

简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公司、申请人 指 
威海紫光酒业有限公司/威海紫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紫光有限 指 威海紫光酒业有限公司 

紫光股份 指 威海紫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紫光圣果 指 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紫光销售 指 威海紫光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原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紫光圣

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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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紫光圣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 http://www.yingkelawyer.com   

全国服务热线：400-700-0148 联系电话：0532-80689888 / 80681818  传真：0532-80681868 

 

第 3 页 

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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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指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紫光圣

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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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紫光圣

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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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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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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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国融证券 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盈科、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主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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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报告》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9月 30 日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315029号《审计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报告期 指 2016年、2017 年、2018年 1-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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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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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8]盈青岛非诉字第 QD273-3号 

 

致：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根据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盈科签订的《法律服务

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作为其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挂牌公开转让所涉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的有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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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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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 

对本所出具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承诺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威海

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以及本次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同意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部分或

全部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

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6、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

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本次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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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对其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

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

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7、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威海紫光圣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申请股份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事先书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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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本所律师根据《业务规则》的规定，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针对不同受托事项

分别或综合采用包括但不限于书面审查、面谈等方式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

全部文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进行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查验，并出具以下补

充法律意见： 

 1、公司控股股东威海紫光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科技园”）主营业

务为胶囊、片剂类保健食品生产销售。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紫光科技园的产

品、销售方式、资质及纠纷举报情况，对紫光科技园销售保健品的方式是否属于“传

销”、销售方式是否合法合规，紫光科技园是否具备必要资质、业务是否合法合规、

是否存虚假宣传、是否存在举报纠纷等情况、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发表意见，并对

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答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 

1、紫光科技园所销售的产品主要包括：昇力元蚂蚁粉胶囊、银色世纪海参西洋参

枸杞子口服液、昇力元世欣胶囊、紫光海洋鱼低聚肽粉蛋白固体饮料、乳清蛋白粉固

体饮料、鼎点酒等。 

2、紫光科技园的销售模式主要包括：经销商经销模式、定制加工模式、对终端客

户直接销售模式及线上销售模式。 

经销商经销模式由公司谈判筛选确定区域经销商，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合同，并及

时进行渠道和市场反应沟通，以调整产品投放，经销商全部为买断式销售；定制加工

模式为公司根据定制加工合同，使用客户授权的商标和保健品注册号，按照客户要求

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然后销售给委托方；线上销售主要定位于线上网店销售，通

过在“阿里巴巴网”注册网络店铺、完善产品资料并进行网络推广作为销售模式；此

外，还有部分产品通过零售、营销人员推广等方式，由公司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 

3、紫光科技园取得的资质主要包括：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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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内容 

食品生产

许可证 

SC11537

10010475

4 

2017-11-27 至

2020-10-12 

1、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糖果制品 

类别编号：1301 

类别名称：糖果 

品种明细：压片糖果; 

2、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保健食品 

类别编号：2709 

类别名称：膏剂 

品种明细：受吉林长白绿叶人参产业有限公司

委托生产保健食品“长白绿叶牌红参膏”； 

3、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茶叶及相关制品 

类别编号：1405 

类别名称：代用茶 

品种明细：袋泡代用茶（其他）; 

4、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保健食品 

类别编号：2701 

类别名称：片剂 

品种明细：保健食品“螺旋藻片”的生产； 

5、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饮料 

类别编号：0604 

类别名称：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品种明细：果蔬汁（浆）类饮料（水果饮料，

其他）; 

6、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饮料 

类别编号：0606 

类别名称：固体饮料 

品种明细：其他固体饮料（植物固体饮料、其

他）; 

7、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饮料 

类别编号：0607 

类别名称：其他饮料 

品种明细：风味饮料;其他类饮料; 

8、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保健食品 

类别编号：2707 

类别名称：口服液 

品种明细：保健食品“海参西洋参枸杞子口服

液”的生产；受威海紫光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大豆磷脂口服液”； 

9、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保健食品 

类别编号：2711 

类别名称：酒剂 

品种明细：保健食品“鼎点酒”的生产，受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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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内容 

德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委托生产保健食品“德恩

牌安尔祺生酒”；受北京燕康科技有限公司委托

生产保健食品“修真牌修真酒”； 

10、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水产制品 

类别编号：2201 

类别名称：非即食水产品 

品种明细：干制水产品（干海参） 

11、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水产制品 

类别编号：2202 

类别名称：即食水产品 

品种明细：风味熟制水产品（即食海参、其

他） 

食品经营

许可证 

JY137108

50005483 

2017-09-19 至

2021-05-30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食

品销售 

直销经营

许可证 

商轶批

[2015]302

号 

批准日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 

直销产品名称：破壁灵芝孢子粉胶囊、鼎点酒 

 

4、紫光科技园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因使用未注册商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十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罚

款 4000 元。该次处罚适用处罚最低标准，属于《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

量参考基准》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项裁量标准中的“轻微”。处罚金额较小，不

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因道路运输车辆逾期未参加年度审查，违反《山东省道路运

输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被处以罚款 1000 元。根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

例》第七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或者交通运输监察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七）道路运输车辆逾期未参加年度审验的。”处

罚金额较小，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期初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紫光科技园不存在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5、本所律师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http://shixin.court.gov,cn）、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进行检索

后，紫光科技园涉诉共 5起，其中合同纠纷 3起，借贷纠纷 1起，返还原物纠纷 1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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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纠纷都是公司经营中的正常情形，无重大诉讼纠纷。报告

期期初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紫光科技园不涉及重大诉讼情况。 

6、本所律师通过在百度搜索引擎（https://www.baidu.com/）、紫光科技园直销

披露网站（http://www.whzgkjy.com/index.html）进行搜索，报告期期初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紫光科技园不存在虚假宣传情况，不存在举报情形。 

7、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

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

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第七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

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

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

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

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

的。” 

经本所律师核查，紫光科技园日常经营过程中未涉及上述传销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紫光科技园销售保健品的方式不属于“传销”、销售方式合

法合规，紫光科技园具备必要资质、业务合法合规、不存虚假宣传、不存在举报纠纷

等情况、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符合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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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挂牌条

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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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https://baike.so.com/doc/6024096-6237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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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且本所盖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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