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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东方亮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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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山西东方亮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接受山西东方亮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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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经出具了《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关

于山西东方亮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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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东方亮生命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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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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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东方亮生命科

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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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

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

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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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

的文件以及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

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3、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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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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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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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

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

申请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补充法律意见书，而不对公司的

会计、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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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的修改和补充，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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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为准。《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被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声明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

所在《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用释义继续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

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吸收合并。根据前次反馈回复，2015年公司前身神

农源以 2015年 5月 31日为基准日，吸收合并东方亮农业，但以 2015

年 8月 31日的财务数据入账，系因被收购方注销程序较长，2015年

6月-8月间被收购方未完成注销程序，仍在开展正常的业务经营，且

2015年 8月 31日为控制权转移的合并日，因此以 2015年 8月 31日

的财务数据入账。（一）请公司详细披露本次收购履行的全部内外部

程序，被收购方开始注销和完成注销程序的时间；（二）请公司解释

说明并披露“基准日”在本次收购中的具体所指，是否为本次同一控

制下吸收合并的合并日；（三）鉴于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9月召开，《吸收合并协议》于 2015年 9月签订，工商变更登记

于 9月 14日完成，且前次反馈回复认为至工商变更完成才实现被收

购方控制权的实质转移，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论证公司在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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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实现控制权转移，却以 8月 31日作为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财务核算是否规范，并

发表明确意见。（四）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被收购方在注销期间开

展业务经营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各

事项。（《反馈意见二》问题 1）

回复意见：

（一）请公司详细披露本次收购履行的全部内外部程序，被收购

方开始注销和完成注销程序的时间；

2015年公司吸收合并东方亮农业的相关程序。

1、吸收方和被吸收方召开股东会，审议吸收合并事宜

2015年 5月 27日，神农源召开临时股东会，到会股东牛雁、东

方物华（股权代表杨朝辉）。会议决议如下：（1）同意由神农源吸

收合并东方亮农业，吸收合并后神农源存续，东方亮农业注销；（2）

同意由神农源接收东方亮农业的全部资产、负债及债权、债务，使东

方亮农业整体合并入神农源；（3）合并后东方亮农业原股东牛雁的

原出资额 49万元，东方物华的原出资额 51万元，按原始价格合并计

入合并后的神农源，增加神农源的注册资本，其注册资本由合并前的

1000万元变更为 1100万元。

2015年5月27日，东方亮农业召开临时股东会，到会股东牛雁、

东方物华（股权代表杨朝辉）。会议决议如下：（1）公司股东会由

自然人牛雁、法人股东东方物华组成。（2）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因

公司重组的需要，同意由神农源以吸收合并的形式对东方亮农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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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吸收合并后神农源存续，东方亮农业注销。（3）东方亮

农业整体合并入神农源，东方亮农业的全部资产、负债及债权、债务

均由神农源接收。（4）东方亮农业被合并后，东方亮农业原股东牛

雁的原出资额49.00万元，东方物华的原出资额51.00万元，按原始价

格合并计入合并后的神农源，增加神农源的注册资本。（5）同意东

方亮农业合并后解散，并办理工商相关注销登记手续。

2、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清查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015年6月18日，山西前弘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晋

前弘清审【2015】0009号《关于对2015年5月31日资产清查专项审计

的审计报告》，对委托方山西神农源农业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5月31

日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全面清查审计。截止2015年5月

31日，神农源资产总额为10,028,558.53元，负债总额为64,981.59元，

净资产为9,963,576.94元。

2015年6月18日，山西前弘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晋

前弘清审【2015】0008号《关于对2015年5月31日资产清查专项审计

的审计报告》，对委托方山西东方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5

月31日的全部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全面清查审计。截止

2015年5月31日，东方亮农业资产总额为1,060,821.96元，负债总额为

137,000.96元，净资产为923,821.00元。

3、东方亮农业向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备案登记

2015年5月27日，东方亮农业就解散事由向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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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9日，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东方亮农业注销备

案。

4、东方亮农业发布注销公告

2015年6月1日，东方亮农业在大同日报发布《注销公告》。

5、东方亮农业注销税务登记

2015年8月13日，大同市城区国家税务局出具同城国税税通

【2015】1642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核准东方亮农业国税注销登

记。

2015年8月19日，大同市城区地方税务局批准东方亮农业地税注

销登记。

6、吸收方和被吸收方再次召开股东会，审议吸收合并有关事项

鉴于东方亮农业在税务注销一事上未能及时办理，且 2015 年 5

月 31日至 2015年 8月 31日，期间财务数据有变动。结合上述情况，

出于谨慎性考虑，吸收方和被吸收方再次召开股东会，审议吸收合并

有关事项：

（1）2015 年 9月 11日，神农源召开临时股东会，到会股东牛

雁、东方物华（股权代表杨朝辉）。会议决议如下：（1）公司股东

会由自然人牛雁、法人股东东方物华组成。（2）同意公司合并完成

后，公司名称由“山西神农源农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东方亮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3）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合并前的 1000万元变

更为 1100万元，增加部分由牛雁认缴 49万元，东方物华认缴 51万

元，注册资本变更后，股东股权结构为：牛雁应出资 599万元，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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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后注册资本的 54.45%，东方物华应出资 501万元，占变更后注册

资本的 45.55%。（4）同意合并双方签署的《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5）同意废止公司原章程，并通过启用公司新章程的决议。

（2）2015年9月11日，东方亮农业召开临时股东会，到会股东牛

雁、东方物华（股权代表杨朝辉）。会议决议如下：（1）公司股东

会由自然人牛雁、法人股东东方物华组成。（2）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因公司重组的需要，同意由神农源以吸收合并的形式对东方亮农业进

行公司合并，同意合并双方签署的《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7、吸收方和被吸收方签订《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2015年9月11日，神农源和东方亮农业签署了《公司吸收合并协

议》，协议就合并方式，合并后公司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

册资本，持股比例，合并各方的资产及债权债务，合并协议各方债权、

债务的承继方案，合并后职工的安排，资产的交接与交接前资产的管

理，通知债权债务人，违约责任，终止，试用法律与争议解决等主要

事项作出了约定。

8、发布吸收合并公告

2015年9月11日，神农源和东方亮农业在大同日报发布《吸收合

并公告》，履行了公告通知债权人程序。

9、被吸收方办理注销登记

2015年8月20日，东方亮农业向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公司

注销登记申请书，注销原因为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2015年9月11日，大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同）登记内销字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8

【2015】第667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经审查，提交的山西

东方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销登记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我局决定准予注销登记”。

10、办理名称变更预核准

2015年9月14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晋）名称变核内

字【2015】第539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山西神

农源农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西东方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2015年10月8日，大同海富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海富通变验字

【2015】第0003号”《验资报告》，审验查明：截至2015年10月8日

止，公司已收到原股东牛雁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599

万元，原股东牛雁以货币出资599万元；已收到原法人股东山西东方

物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501

万元，原法人股东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

501万元。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15年 10月 8日，有限公

司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吸收合并后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总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牛雁 599 货币 54.45

2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1 货币 45.55

总计 2人 1100 - 100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9

综上，被吸收方东方亮农业于 2015年 5月 2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

同意东方亮农业合并后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东方亮农业于 2015

年 9月 11日完成注销程序。

（四）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被收购方在注销期间开展业务经营

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东方亮农业在注销期间开展业务经营未违反我国《公司法》的相

关规定，合法合规。

《公司法》172条中规定：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

被吸收的公司解散。第 174条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

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第 180条规定：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

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2、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3、

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5、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 182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第 183条规定：公司因《公司法》第 180条第 1项、第 2项、第 4项、

第 5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

组，开始清算。第 186条中规定：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

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

配给股东。

根据上述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吸收合并东方亮农业，东方

亮农业作为被吸收方应予解散。但东方亮农业因合并需要解散，由于

合并后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承继，不属于《公司法》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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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的情形。因此，被吸收方东方亮农业在注销期间开展业务经营，并未

违反我国《公司法》186条中“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

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的规定，合法合规。

二、根据前次反馈回复，公司租赁的部分房屋无法办理备案。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上述房屋未能办理备案的具体原因，并对公司租

赁的相关房屋是否占用基本农田、租赁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构成

重大违法违规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反馈意见二》问

题 4）

回复意见：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租赁的房屋已办理备案的情况及未办理备案的原因如下：

1、公司租赁的位于大同市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有限公司用

于办公的房屋，已于 2017年 9月 11日取得大同市房产管理局核发的

《房屋租赁证》。

2、公司租赁的位于大同市广灵县宜兴乡直峪村的山西东方物华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房屋，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相关政府部门

权限划分不清晰等原因，导致公司目前无法就租赁上述房屋办理备

案。

3、公司租赁的位于太原市南内环南四巷广电小区自然人赵炯用

于办事处的房屋，经本所律师核查，该房屋系单位自建房，尚未取得

房产证，因不属于在房管局备案的商品住房，因此无法办理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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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租赁的位于北京市的北京亦庄京芯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用于办公的房屋，公司正与出租方联系，取得备案所需资料，待相关

资料完备后，将及时向当地房产部门备案。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租赁的相关房屋未涉及占用基本农

田的情形。

（三）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房屋租赁，

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

租赁价格、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

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未

在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的，由直辖市、市、县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未办理租赁登记

备案手续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有效性。公司与相关出租方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虽未履行备案程序，但是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牛雁已出具承诺，公司如因房屋租赁问题被相关

行政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需要搬迁，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

任，全额补偿公司的搬迁费用、因生产经营停滞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

费用，确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因上述行为受到相关部门的行政处

罚。

基于上述原因导致公司目前尚未能备案租赁合同，但均不属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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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自身不主动办理而被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的

情形，公司因上述行为被处罚、处分的风险较小。公司与相关出租方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虽未履行备案程序，但是不影响租赁合同的

效力。据此，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合同虽未备案，但是合法有效，不会

影响公司对上述房产的正常租用。

此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牛雁已出具承诺，公司如因房

屋租赁问题被相关行政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需要搬迁，将承担因此产

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全额补偿公司的搬迁费用、因生产经营停滞造成

的损失以及其他费用，确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租赁的房屋均未涉及占用基本农田的

情形；公司租赁的部分房屋未在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办理租赁登

记备案，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有效性，不会影响公司对上述房产的正常

租用，不属于被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的情形。公司因

为上述行为被处罚、处分的风险较小，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根据前次反馈回复，公司生产经营的生产线系购买的 12000

吨特色精品杂粮加工项目和“东方亮”精米加工及育种、种植基地扩

建项目，所涉主体东方物华需要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但直到

2017年 7月 14日，东方物华才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或其他法律风险，

及应对措施，是否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

司补充披露。（《反馈意见二》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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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生产经营的生产线系购买的12000吨特色

精品杂粮加工项目和“东方亮”精米加工及育种、种植基地扩建项目，

所涉主体东方物华需要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7年7月14日，

东方物华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2017年3月10日广灵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山西东方亮生

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和租用的，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的小米加工生产线和杂粮加工生产线，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规，

并已通过了我局的审批。2017年9月12日，广灵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

明》：“兹证明山西东方亮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5年1月以来，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未有违反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行为”。

公司控股股东牛雁已出具承诺：如因公司未取得《排放污染物许

可证》，而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其愿意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

一切经济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鉴于东方物华已经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当地环保部门出具了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证明以及公司购买和

租用的东方物华的小米加工生产线和杂粮加工生产线，符合环境保护

相关法规，并已通过审批的证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牛雁已

就此问题出具了相关承诺。公司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或其他法律风险

很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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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是否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资源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

查方法。请公司补充披露。

回复意见：

（一）关于关联方和关联方交易

本所律师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天眼查等网站查

询工商资料、获取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名单、访谈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董监高、持股 5%以上股东等，核查获取的财务资料，包括往来

明细账、客户明细、打款记录、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文件等进行分析。

经本所律师核查资料，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

关联方披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进行了认定。

关于公司关联方认定，主要包括：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其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董监高；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制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其他企业；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其他企业；其他关联方等。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披露，主要包括：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租赁；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关联方资产重组；关联方资金拆借；

其他关联交易；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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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之“九、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部分披露的内容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初至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二）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更新披露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3）关联租赁情况

公司作为承租方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

产种类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确认的租赁费

2017年4-8
月（未审数）

2017年1-3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山西东方物

华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

司

房屋 市场价格 49,000.00 29,400.00 117,600.00 29,400.00

山西东方物

华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

司

生产线 市场价格 41,666.65 25,000.00 100,000.00 25,000.00

（4）支付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4-8月
（未审数）

2017年 1-3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关键管理人

员薪酬
104,735.20 65,751.48 190,074.13 58,287.00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 2017年3月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年8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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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出 日 日（未审数）

杨玉宝 拆入 1,030,000.00 1,030,000.00
山西东方物华农

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拆入 189,790.63 23,400.65 189,790.63 23,400.65

牛雁 拆入 766,026.74 251,196.63 514,830.11

牛飞 拆入 672,198.70 672,198.70 -
山西东方物华农

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拆出 637,489.74 637,489.74 -

合计 3,295,505.81 23,400.65 1,750,675.70 1,568,230.76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
拆出

2016年12月
3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年3月31

日

杨玉宝 拆入 1,030,000.00 1,030,000.00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拆入 282,764.95 54,400.00 147,374.32 189,790.63

牛雁 拆入 612,633.15 153,393.59 766,026.74

牛飞 拆入 672,198.70 672,198.70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拆出 614,489.74 23,000.00 637,489.74

杨玉宝 拆出 270,000.00 270,000.00

合计 3,482,086.54 230,793.59 417,374.32 3,295,505.81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
拆出

2015年 12月
3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年12月

31日

杨玉宝 拆入 1,000,000.00 31,500.00 1,500.00 1,030,000.00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拆入 104,063.30 178,701.65 282,764.95

牛雁 拆入 612,633.15 612,633.15

牛飞 拆入 672,198.70 672,198.70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拆出 614,489.74 614,489.74

杨玉宝 拆出 2,450,000.00 270,000.00 2,450,000.00 270,000.00

牛雁 拆出 10,370,000.00 60,000.00 10,430,000.00

牛飞 拆出 2,250,000.00 2,250,000.00

山西真生活互联网

技术有限公司
拆出 80,000.00 80,000.00

合计 16,254,063.30 2,439,523.24 15,211,500.00 3,482,086.54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17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
拆出

2015年1月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年12月31日

杨玉宝 拆入 1,000,000.00 1,000,000.00

山西东方物华

农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拆入 6,424,063.3 6,320,000.00 104,063.30

杨玉宝 拆出 2,450,000.00 2,450,000.00

牛雁 拆出 10,000,000.00 970,000.00 600,000.00 10,370,000.00

牛飞 拆出 2,250,000.00 2,250,000.00

山西真生活互

联网技术有限

公司

拆出 80,000.00 80,000.00

合计 10,000,000.00 13,174,063.30 6,920,000.00 16,254,063.30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名称
关联方

2017年 8月 31
日（未审数）

2017年 3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应收

账款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232,691.64 351,123.64

小计 232,691.64 351,123.64

应收账款总额 20,711,476.66 15,249,282.44 5,205,559.18

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 1.12% 2.30% 0.00%

预付

账款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66,869.67 353,356.34

小计 66,869.67 353,356.34 0.00

预付账款总额 506,529.64 1,004,317.69 4,580.00

占预付账款总额比例 13.20% 35.18% 0.00%

其他

应收

款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 637,489.74 614,489.74

杨玉宝 - 270,000.00 2,450,000.00

牛雁 - 10,370,000.00

牛飞 - 2,250,000.00

山西真生活互联网技 -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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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限公司

小计 - 637,489.74 884,489.74 15,150,000.00

其他应收款总额 2,159,308.37 3,692,664.36 18,510,000.00

占其他应收款总额比

例
29.52% 23.95% 81.85%

（2）应付款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名称
关联方

2017年8月31日
（未审数）

2017年3月31
日

2016年12月31
日

2015年12月31
日

应付

账款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614,664.99

小计 - - - 614,664.99

账面总额 4,858,469.25 4,282,856.54 668,264.99

占账面总额比例 0.00% 0.00% 91.98%

其他

应付

款

杨玉宝 1,030,000.00 1,030,000.00 1,030,000.00 1,000,000.00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3,400.65 189,790.63 282,764.95 104,063.30

牛雁 514,830.11 766,026.74 612,633.15 1,000,000.00

牛飞 672,198.70 672,198.70

杨东文 4,000,000.00

徐桂娥 1,000,000.00

小计 1,568,230.76 2,658,016.07 2,597,596.80 7,104,063.30

账面总额 4,727,631.65 2,907,182.22 2,907,835.24 9,104,063.30

占账面总额比例 33.17% 91.43% 89.33% 78.03%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牛

雁、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牛飞、杨玉宝、山西真生

活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关

联方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仍占用资金 637,489.74元，

该资金占用已于 2017年 7月 10日归还，截止申请挂牌前，资金占用

已全部归还，并制定相关制度对关联方资金占用进行规范，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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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日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报告期初至审查期间，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2017年 7月 10日-至 2017年 9月 14日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 本期归还 期末余额 本期利息

所有关联方 无 无 无 无 无

2017年 4月 1日-7月 10日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 本期归还 期末余额 本期利息

山西东方物华

农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637,489.74 637,489.74 - -

合计 637,489.74 637,489.74 - -

2017年 1月 1日-3月 31日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 本期归还 期末余额 本期利息

山西东方物华

农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614,489.74 23,000.00 637,489.74

杨玉宝 270,000.00 270,000.00

合计 884,489.74 23,000.00 270,000.00 637,489.74

2016年度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 本期归还 期末余额 本期利息

山西东方物

华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

司

614,489.74 614,489.74

杨玉宝 2,450,000.00 270,000.00 2,450,000.00 270,000.00

牛雁 10,370,000.00 60,000.00 10,430,000.00

牛飞 2,250,000.00 2,250,000.00
山西真生活

互联网技术

有限公司

80,000.00 80,000.00

合计 15,150,000.00 944,489.74 15,210,000.00 884,489.74

2015年度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 本期归还 期末余额 本期利息

杨玉宝 2,450,000.00 2,450,000.00

牛雁 10,000,000.00 970,000.00 600,000.00 10,370,000.00

牛飞 2,250,000.00 2,250,000.00

山西真生活

互联网技术
8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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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合计 10,000,000.00 5,750,000.00 600,000.00 15,150,000.00

2017年 7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将尽可能减少与股份公司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

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

将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时披露。

（三）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资产或资源情形。

1、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核查了《企业信用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E60001号《审计报告》、

关联企业往来的合同及会计凭证、银行流水、银行对账单，确认公司

已披露报告期内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情

况；访谈了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核查了公司报告期期初至审查反

馈回复期间的财务报表及科目余额表，进行期后事项检查，确认申报

后是否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查阅了公司历次“三会”决议等文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2、核查依据

财务报表、往来明细账、记账凭证、银行流水、银行对账单、《企

业信用报告》、《审计报告》。

3、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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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已如实披露，且事实披露真实、准确，制定并完

善了针对关联方资金拆借内部控制制度。

（2）通过对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凭证进行核查，包括：拆

借的金额、次数、记账凭证及银行流水的核对。

（3）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截至

申报日前，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已全部归还，申报受理日至申报审查期

间（2017年 7月 31日至 2017年 9月 14日），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4、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上述占用的资金已于申报受理日前归

还完毕，申报受理日至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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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公司严格按照《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要求，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初至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资源的情形；申报受理

日至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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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或资源的情形。

五、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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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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意见：

1、公司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结算金

额（含税）
签署日期

履行
情况

1 北京致源伟业食
品有限公司

红芸豆 1,041,960.00 2015.1.29 履行
完毕

2
大同市南郊区粤
海农副产品市场
发展有限公司

玉米 6,760,000.00 2015.10.20 履行
完毕

3 北京运通时代商
贸有限公司

杂粮礼盒瑞亮小米 799,860.00 2015.11.29 正在
履行

4
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申开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东方亮小米系列产
品

558,150.00 2016.1.1 履行
完毕

5 北京臻味坊食品
有限公司

杂粮礼盒 967,619.00 2016.8.5 履行
完毕

6 重庆贡天下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东方亮瑞亮小米 1,199,828.00 2016.11.20 正在
履行

7
怀仁县龙首山粮
油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散米 1,000,686.00 2016.11.26 履行

完毕

8 大同第二发电厂
光达营销中心

杂粮等7种 582,407.00 2016.12.22 履行
完毕

9 北京尚凯嘉业商
贸有限公司

绿豆、玉米、散米 1,427,717.54 2017.1.19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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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沈阳广顺源商贸
有限公司

东方亮系列产品 557,221.70 2017.1.20 履行
完毕

11 北京尚凯嘉业商
贸有限公司

瑞亮小米 1,016,400.00 2017.1.20 履行
完毕

12
怀仁县龙首山粮
油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杂粮 812,323.66 2017.4.1 履行

完毕

13
怀仁县龙首山粮
油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绿豆 878,809.75 2017.4.1 履行

完毕

14 北京尚凯嘉业商
贸有限公司

小米、杂粮 1,500,018.42 2017.8.23 履行
完毕

2、公司重大采购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结算金

额（含税）
签署日期

履行
情况

1 晋能广灵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英国红芸豆 1,330,000.00 2015.9.24 履行
完毕

2 深圳华大小米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小米 101,000.00 2016.3.29 履行
完毕

3 深圳华大小米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小米 408,000.00 2016.4.26 履行
完毕

4
怀仁县龙首山粮
油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小米 154,400.00 2016.5.31 履行

完毕

5
大同县三利农副
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
小米 125,000.00 2016.6.29 履行

完毕

6
上鹤自动化仪器
设备（上海）有

限公司

德国（原装）食品
级金属检测仪

115,000.00 2017.3.7 正在
履行

7 上鹤自动化仪器
设备（上海）有

德国（原装）食品 105,000.00 2017.3.7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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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级金属检测仪 履行

8 北京臻味坊食品
有限公司

包装机、提升机 725,800.00 2017.4.20 正在
履行

9 北京海荣宝珠商
贸有限公司

十谷米、轻菁米、

高钙米包装
150,000.00 2017.6.28 正在

履行

10
大同县三利农副
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
小米 147,870.00 2017.8.25 正在

履行

3、子公司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子公司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合同相对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结算金

额（含税）
签署日期

履行
情况

1 中央储备粮霸州
直属库

玉米 980,000.00 2015.12.14 履行
完毕

2 山西金贸富弘贸
易有限公司

玉米 1,100,018.80 2015.12.15 履行
完毕

3
大同县三利农副
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
绿豆 929,880.00 2015.12.17 履行

完毕

4 中央储备粮霸州
直属库

玉米 970,000.00 2015.12.20 履行
完毕

5 中央储备粮霸州
直属库

玉米 930,000.00 2016.01.01 履行
完毕

6 中央储备粮霸州
直属库

玉米 930,000.00 2016.01.05 履行
完毕

7 中央储备粮霸州
直属库

玉米 930,000.00 2016.01.06 履行
完毕

8 中央储备粮霸州
直属库

玉米 1,186,680.00 2016.01.11 履行
完毕

9 宜昌三藐多商贸
有限公司

绿豆 1,540,070.00 2016.03.13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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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宜昌三藐多商贸
有限公司

绿豆 1,400,126.00 2016.04.01 履行
完毕

11 宜昌三藐多商贸
有限公司

绿豆 500,006.40 2016.06.22 履行
完毕

12 山西金贸富弘贸
易有限公司

玉米 1,899,981.00 2016.10.12 履行
完毕

13 大连麒丰贸易有
限公司

绿豆 1,002,240.00 2016.11.21 履行
完毕

14 大连麒丰贸易有
限公司

绿豆 1,003,455.10 2016.12.05 履行
完毕

15 宜昌三藐多商贸
有限公司

绿豆 3,421,368.00 2017.01.01 履行
完毕

16 大同市聚鑫苑牧
业有限公司

玉米 523,338 .30 2017.01.09 履行
完毕

17 大连麒丰贸易有
限公司

绿豆 1,188,600.00 2017.02.01 履行
完毕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问题外，不存在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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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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