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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的 

法律意见书 

金沪证法意[2018]01 字第 013 号 

致：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万向信托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万向信托”）的委托，就自然人鲁伟鼎基于慈善目的设立鲁冠球三

农扶志基金（以下简称“申请人”、“收购人”），并将其持有的万向三农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三农”）6亿元出资额对应的全部股权无偿授予收购人，导

致收购人通过万向三农间接控制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48.76%的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收购”），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相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豁免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

下简称“《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9号——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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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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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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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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所律师对申请人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有

关证言已经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书；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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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者其他有

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作出判断； 

3、申请人保证已提供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

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复

印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隐瞒； 

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豁免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

他材料一同上报；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豁免申请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

意见如下： 

一、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 

（一） 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系由自然人鲁伟鼎先生与万向信托签署《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

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设立的慈善信托。2018 年 6 月 29 日，申请

人通过杭州市民政局备案。其具体情况如下： 

信托名称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信托目的 

为实现“让农村发展、让农业现代化、让农民富裕，以影响力投资、以奋

斗者为本、量力而行做实事”的宗旨，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

病、助残、优抚、救灾等慈善活动，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

环保等事业发展。 

信托期限 永久存续 

设立人、委托人 鲁伟鼎 

受托人 万向信托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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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29 号天和大厦 4-6 层及 9-17 层 

慈善信托备案号 3301000000006 

信托登记产品编码 ZXD31W201806101019817 

（二） 申请人的设立 

根据《信托登记管理办法》之规定，万向信托已就申请人设立事宜办理信托产

品 预 登 记 ， 并 取 得 信 托 登 记 公 司 产 品 登 记 系 统 生 成 的 产 品 编 码

【ZXD31W2018061019817】。 

2018 年 6 月 29 日，鲁伟鼎与万向信托完成《信托合同》、《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宪章》（以下简称“《基金宪章》”）和《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章程》（以下

简称“《基金章程》”）等有关信托文件的签署，设立慈善信托。 

2018 年 6 月 29 日，万向信托向杭州市民政局办理了慈善信托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申请人系依据《信托法》、《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

依法成立并履行了备案程序的慈善信托，其成立及存续合法、有效，不存在根据《信

托法》、《慈善法》及《基金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二、 本次豁免申请属于《管理办法》规定的豁免情形 

（一） 本次豁免申请的事项 

本次收购前，万向三农持有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德农”）

48.76%的股份，为万向德农控股股东；鲁伟鼎持有万向三农 100%股权，为万向德

农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完成后，申请人控制万向三农董事会，成为万向德农间接

控股股东，且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 30%，构成对万向德农的间接收购。根据《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触发申请人对万向德农的要约收购义务。 

就本次收购事宜，申请人拟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 

（二） 本次豁免申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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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

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一）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

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基金宪章》、《基金章程》、《信托合同》，申请人的运

作情况如下： 

A.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实行董事会决策、受托人管理、监察人监督的制度。 

B.董事会是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的决策机构，其成员为三至十五人组成。首届

董事会成员由设立人确定，包括设立人在内共 5 名董事。首届董事会董事长由设立

人担任，董事长的继任人选由设立人或信托监察人优先从设立人的儿子或其他晚辈

直系血亲（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指定；无法按照上述要求指定的，可在符合《基

金章程》规定的提名人选中由设立人或信托监察人指定董事长接任人选。 

1、董事会行使包括决定万向三农的董事人选提名或委派、决定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作为万向三农的股东参与表决的表决意见、决定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投资与运

营管理的重大政策等职权。 

2、董事选任遵守以下规定： 

（1）董事和信托监察人不可兼任； 

（2）设立人行使董事任免权；设立人无法行使任免权时，由信托监察人转任的

董事长行使；如设立人或由信托监察人转任的董事长均无法行使任免权或放弃行使

该权利，董事任免由董事会决议产生，并需要全体董事超过半数表决同意并经信托

监察人同意； 

（3）新董事当选可以立即生效或者在某一个董事会指定的日期生效。 

3、万向三农股权的行使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作为股东需要履行表决权的，受托人应将所需要表决的书

面议案材料递交给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董事会、信托监察人，由董事会依据《基金

章程》作出决议并抄送信托监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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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实际控制人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的设立人为鲁伟鼎先生。《基金宪章》规定，宪章是鲁冠球

三农扶志基金信托文件的一部分，是信托资产存续、运营、处分的最高准则，鲁冠

球三农扶志基金决策、管理和监督所涉及的机构或个人，均无例外地服从宪章的规

定。宪章由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的设立人鲁伟鼎先生签署并于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

成立日生效。除非经设立人同意，任何机构或个人无权在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设立

后修改宪章的条款。 

《基金章程》规定，设立人享有以下权利： 

（1）制定、签署、提议修改《基金章程》； 

（2）指定和变更信托监察人、信托监察人继任人； 

（3）任免董事、董事长； 

（4）解散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董事会即宣布全部董事任期提前到期； 

（5）同意委托人增加信托财产或增加新的委托人； 

（6）设立人权利条款修改审批权； 

（7）投资或参与认购增资万向三农的权利； 

（8）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董事会、

监察人作出说明； 

（9）法律法规及信托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鲁伟鼎作为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的设立人，拥有《基金

章程》提议修改权，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董事任免权、董事会解散权，能够控制鲁

冠球三农扶志基金的董事会，进而控制万向三农并间接控制万向德农，系万向德农

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前后，万向德农的控股股东均为万向三农，实际控制人均

为鲁伟鼎，未发生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三、 本次收购的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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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已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万向信托已就申请人设立事宜办理信托产品预登记，并取得信托登记公司产品

登记系统生成的产品编码【ZXD31W2018061019817】。 

2018 年 6 月 29 日，鲁伟鼎与万向信托完成《信托合同》等有关信托文件的签

署。 

2018 年 6 月 29 日，万向信托向杭州市民政局办理了慈善信托备案。 

（二） 尚需履行的程序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豁免申请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豁免申请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授权和批准程

序，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申请人系依据《信托法》、《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依法成

立并履行备案程序的慈善信托，不存在根据《慈善法》及《基金章程》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未导致万向德农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管理办法》第

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

情形； 

（三）本次豁免申请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授权和批准程序，尚需中国证

监会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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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鲁冠球三农扶志

基金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叶乐磊： 许海波： 

 董寒冰： 

 赵力峰： 

 胡程程：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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