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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报问询函所涉法律问题的 

专项法律意见 

 

【2019】粤联意见字第 399 号 

致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7 日，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飞马

国际或贵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 57

号）（下称《问询函》），其中部分事项要求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广东

联建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依法接受贵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 11 月修订）》、《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问询函》中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

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注意到《问询函》中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了贵司如下事项：

报告期内，贵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99.52%；贵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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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有担保事项，涉及金额共计 1.5 亿元；因流动性紧张及涉诉，贵司多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1）请结合贵司生产经营情况，说明贵司是否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 

（2）请结合贵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说明贵司是否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二）款规

定的情形。 

（3）请说明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间、过

程、原因、贵司具体知情人等，并说明贵司是否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四）款、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如是，请贵司董事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3 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披露，并及时披露股票交易可能被实行其他风

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如否，请提出充分、客观的依据。请律师核查并

发表专项意见。 

本所律师经向贵司核实，并审查贵司提供的相应资料后，依据核查的

结果以及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专项法律意见如下。 

 

一、请结合贵司生产经营情况，说明贵司是否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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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下称《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

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

常； 

贵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供应链管理服务和环保新能源；供应链管理服

务主要包括：资源能源供应链服务以及综合物流、IT 电子等传统综合供应

链业务。 

依据贵司提供的说明，2019 年度半年度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环境、

贵司控股股东流动性困难及担保能力下降等影响，贵司出现流动性紧张，

其资源能源供应链服务基本停滞；其综合物流、IT 电子等传统综合供应链

服务也有较大幅度下降；环保新能源业务正常运营。 

本所律师将从财务状况、业务合同执行以及高管人员履行职务情况三

个角度分析贵司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受到严重影响。 

1、财务状况 

依据贵司 2019 年度半年报，贵司主营业务收入 15,413.84 万元，较

去年同期减少 99.52%；其中资源能源供应链服务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

少 100%；综合物流、IT 电子等传统综合供应链服务营业收入 6,679.70 万

元，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环保新能源业务营业收入 8,734.14 万元，较去

年同期实现稳步发展。同时，贵司主营业务成本 11,632.83 万元，较去年

同期减少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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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贵司因资源能源供应链业务停滞造成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但

同时主营业务成本也同时大幅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幅

度。另从贵司的营业利润（扣除财务费用后）的下降幅度以及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可以看出，单位资源能源供应链业务收入带来的利

润及现金流量增加并不高。 

由上，资源能源供应链业务停滞带来贵司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但

对其盈利能力以及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的影响并未如主营业务收入的同比

下降。 

2、业务合同执行 

依据贵司提供的贵司综合物流、IT 电子等传统综合供应链服务和环保

新能源业务在 2019 年度半年报报告期内的部分新签订业务合同及部分正

在执行的业务合同，其中综合物流、IT 电子等传统综合供应链服务新签订

业务合同 8 份，合同金额人民币 9,843,297.20 元；正在执行的业务合同

（包含上述新签订业务合同）共 9 份，合同金额人民币 10,340,882.24 元；

环保新能源业务，正在执行的业务合同 1 份，业务为垃圾发电上网销售。 

由上可知，贵司综合物流、IT 电子等传统综合供应链服务以及环保新

能源业务均仍在运营。 

3、高管人员履行职务情况 

依据贵司提供的说明，其现有高管人员共 6 名，均正常履行职务。 

综上，虽然贵司资源能源供应链业务基本停滞，但综合物流、IT 电子

等传统综合供应链服务和环保新能源业务保持运营且综合毛利有所提升；

贵司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但盈利能力及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的影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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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 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虽

受到较大影响，但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一）款的情形。 

 

二、请结合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

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依据贵司提供的说明，在 2019 年度半年报报告期内，因贵司大股东

债务危机导致上市公司资金紧张，部分债务到期未能偿还以及员工劳动纠

纷等事项，有关债权人及相关方采取的财产保全等措施，贵司（含子公司）

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其中涉及 3 个基本账户及部分结算账户及保证金账

户。在 2019 年度半年报报告期内，贵司及合并报表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

户数量占贵司及合并报表子公司银行账户数量的比例为 27.97%；贵司被

冻结银行存款金额为人民币 63,856,022.90 元，占非受限货币资金及货币

等价物总额的 37.82%，且贵司环保新能源业务、综合物流等传统供应链

业务的相关运营主体不存在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贵司目前的结算账户

及货币资金可满足贵司环保新能源业务、综合物流等传统供应链业务的开

展以及公司日常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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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被冻结的贵司（包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的账户数量、以及被冻结的非受限资金比例均低于 50%，且贵司认为目前

的货币资金可满足贵司环保新能源业务、综合物流等传统供应链业务的开

展以及公司日常管理的需要，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司账户被冻结的情

形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二）款的情形。 

 

三、请说明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间，过程、

原因、你公司具体知情人等，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四）款、第 13.3.2 条规定的情

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按风险警示： 

（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挖

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2 条规定，本规则第 13.3.1 条所述“向控股

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是指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

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 

（一）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一千万元

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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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除外）在五千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依据贵司提供的说明及相应的诉讼材料，出借人上海汐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下称汐麟投资）与借款人上海长然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长然实业）

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汐麟投资向借款人出借资金人民币 1.5 亿元，借

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8%；担保人贵司、飞马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下称飞马投资）、黄壮勉、洪琰为长然实业提供连带清偿责任担保。

后汐麟投资按约定支付了借款本金，但借款人未按约定还本付息，汐麟投

资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民事

判决，上述《借款合同》及担保人提供担保无效，但贵司应在借款人不能

清偿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清偿责任。贵司对上述判决不服，已提起上诉，

目前尚未二审判决。 

经贵司自查，贵司未发现该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记录。 

经本所律师审查，诉讼材料显示的贵司为长然实业提供担保事项可能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占贵司 2017 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人民币 4,136,842,259.14 元）的 3.63%，2018 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人民币 1,993,395,855.95 元）的 7.52%，不足贵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0%，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2 条第（二）款规定的

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或有担保事项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四）款及第 13.3.2 款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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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意见 

综上，经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贵司资源能源供应链业务基本停滞，

综合物流、IT 电子等传统综合供应链服务和环保新能源保持运营且综合毛

利有所提升，贵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但不 属于《股票上市规

则》第 13.3.1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贵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银行账户冻结情形，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二）款规定

的情形；贵司或有担保事宜，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四）

款及第 13.3.2 款规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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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报问询函所涉法律问题的专项法律意见》之签字页） 

 

 

 

负责人：                           承办律师                                    

                      

                     顾东林                                                            周念军 

 

 

 

       

                                                                                胡孔洪 

 

 

 

                 

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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