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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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

地 址： 山东省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东路 177 号当代

国际广场核心 10 号楼西座 16 层

电话：0635-8270387 传真：0635-8270387



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

目 录

释义..........................................................................................................................3

正 文........................................................................................................................7

一、 《第二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7



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

释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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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牌珠宝、股份公司 指 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圣牌有限、有限公司 指 台州市幸福圣牌珠宝有限公司

杭州抱璞 指 杭州抱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钻金文化 指 钻金文化创意（杭州）有限责任公司

航民百泰 指 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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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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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公司现行有效的《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本次挂牌 指 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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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报告》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利安

达审字（2020）第 2433 号《审计报告》

本所 指 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

开源证券、主办券商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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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达会所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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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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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牌珠宝、股份公司 指 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圣牌有限、有限公司 指 台州市幸福圣牌珠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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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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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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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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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

定及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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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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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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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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补

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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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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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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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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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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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将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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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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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9、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浙江台州圣牌珠宝首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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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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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第二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

公司以成品珠宝首饰采购为主，存在少量采购原材料后委外加工的情

形。（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委外加工和成品采购的金额和占比；采

购、销售中直接由供应商提供其已有的款式和自主设计产品的金额及占比，

销售收入中“圣牌”珠宝的金额及占比。（2）请公司补充说明向供应商航

民百泰直接采购成品、采购原材料后由其外协加工两种模式的金额及占比，

及同时存在两种模式的原因与合理性。（3）请公司根据前述情况完善公开

转让说明书的商业模式部分。（4）请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补充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审计报告并咨询会计师意见，获取公司的销售明细，向

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采购和销售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委外加工和成品采购

的金额和占比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 月份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采购

成品
63,043,077.55 90.37% 44,049,664.79 83.67% 6,702,347.18 96.85%

委外加工

成品
6,714,659.40 9.63% 6,360,760.71 12.08% 217,904.78 3.15%

其中：委

外加工原

料金额

6,276,533.82 - 5,881,320.95 - 196,547.91 -

委外加工

费
438,125.58 - 479,439.76 - 21,356.87 -

当期购买

当期结存

足金原料

- - 2,235,570.66 4.25% - -

合计 69,757,736.95 100.00% 52,645,996.16 100.00% 6,920,251.96 100.00%

公司报告期内采购、销售中直接由供应商提供其已有的款式和自主设计

产品的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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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

目
类别

2020年 1-6 月份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采

购

自主

设计

珠宝

首饰

61,054,496.17 87.29% 44,181,881.67 83.92% 6,697,664.49 96.78%

足金

原料
6,897,490.00 9.86% 6,464,997.00 12.28% 0.00%

常规

款式

珠宝

首饰

1,988,581.38 2.84% 1,999,117.49 3.80% 222,587.47 3.22%

合计 69,940,567.55 100.00% 52,645,996.16 100.00% 6,920,251.96 100.00%

销

售

自主

设计

珠宝

首饰

40,926,873.85 94.85% 44,860,977.62 95.28% 4,169,244.47 94.66%

常规

款式

珠宝

首饰

2,222,623.66 5.15% 2,224,207.26 4.72% 235,094.49 5.34%

合计 43,149,497.51 100.00% 47,085,184.88 100.00% 4,404,338.96 100.00%

公司报告期内采购及销售的常规款式珠宝首饰主要为流传已久的款式的

项链及吊坠链子等，款式为流传久远且广泛的固有款式。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中“圣牌”珠宝的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2020年 1-6月份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圣牌”珠
宝首饰

43,149,497.51 100.00% 47,085,184.88 100.00% 4,404,338.96 100.00%

其他品牌

珠宝首饰
- - - - - -

合计 43,149,497.51 100.00% 47,085,184.88 100.00% 4,404,338.96 100.00%

公司报告期内向供应商航民百泰直接采购成品、采购原材料后由其外协

加工两种模式的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份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

额

占

比

直接采购成品 52,370,931.70 88.27% 37,879,979.96 85.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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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金原料 6,897,490.00 11.63% 6,464,997.00 14.58% - -
委外加工成品 2,867,193.16 - 270,942.24 - - -
其中：委外加工原料金

额
2,807,133.86 - 263,527.20 - - -

委外加工费 60,059.30 0.10% 7,415.04 0.02% - -
合计 59,328,481.00 100.00% 44,352,392.00 100.00% - -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所采购足金原料均用于制作黄金饰品。公司存在向

供应商航民百泰直接采购成品、采购原材料后由其外协加工两种模式的主要

原因为：①公司计划适时开展采购足金原料后自行寻找外协厂商加工黄金饰

品的经营模式；②公司鉴于报告期内黄金价格一直呈上涨趋势，适当采购足

金原料可以降低整体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委外加工和成品采购的金额和占比信息，

采购、销售中直接由供应商提供其已有的款式和自主设计产品的金额及占比

信息，销售收入中“圣牌”珠宝的金额及占比信息，公司向供应商航民百泰

直接采购成品、采购原材料后由其外协加工两种模式的金额及占比信息真实、

准确；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向供应商航民百泰直接采购成品、采购原材料后由

其外协加工两种模式系公司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的，与实际经营情况相符，具

有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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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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