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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致：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贵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出具《广东君言律师事务

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广东君言

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

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六）》”）、《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八）》”）、《广东君言

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依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

（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及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止发行

人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宜的变化情况，本所律师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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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

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九）》的补充，除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补充和更新的事项之外，前述文件的其余内容仍然有效，本所

律师在前述文件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均与原《律师工

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九）》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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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2012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

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的有关事宜，前述决

议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股票发行并上市等相关

事宜办理完毕时止。截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前述批准和授权尚在有效期内，合

法有效。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一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发行上

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

理办法》规定的如下实质条件： 

(一) 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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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 1 元，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 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1、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规定。 

2、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项的规定。 

3、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发行人的确认、

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

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 1.3 亿元，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

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5、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总数为 1.3 亿股，依据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本

次拟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4,340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 25%，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三)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1、主体资格 

(1) 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八条的规定。 

(2) 发行人是由宏良有限按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持续经营时间从宏良有限成立之日起计算在 3 年以上，符合《首发管理办

法》第九条的规定。 

(3) 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行人之发起人或股东用于出资的资产

权属转移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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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5) 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6) 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2、独立性 

(1) 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2) 发行人的资产完整，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3) 发行人的人员独立，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4) 发行人的财务独立，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5) 发行人的机构独立，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6) 发行人业务独立，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7) 依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

严重缺陷，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3、规范运行 

(1) 发行人已经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建立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

制度。经核查发行人有关机构及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发行人的相关机构和人员

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2) 依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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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

存在下列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①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② 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的； 

③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4) 依据中汇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3]2566 号）、发行

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

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首发管

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5) 依据发行人确认及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如下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① 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② 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

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 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

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

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④ 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⑤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⑥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6)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已明确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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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规定。 

(7)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内部控制鉴证

报告》（中汇会鉴[2013]2566 号）、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建立

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 

4、财务与会计 

(1)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及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2) 依据中汇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3]2566 号）及发行

人确认，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

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3)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及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规定。 

(4)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及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

策，未随意变更，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5) 依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

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

润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6)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下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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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行人 2013 年度 1-6 月份、2012 年度、2011 年度及 2010 年度净利润分

别为 87,864,319.61 元、116,085,758.05 元、72,311,189.43 元和 47,111,712.97 元，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

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 

② 2013 年度 1-6 月份、2012 年度、2011 年度及 2010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646,511,499.46 元、1,048,583,168.71 元、793,373,238.41 元和 473,398,452.25 元。

据此，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3 亿元； 

③ 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13,000 万元，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 

④ 发行人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 508,361,714.50 元，最近一期

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

于 20%； 

 ⑤ 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7) 依据发行人确认、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

《纳税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3]2566 号）、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

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 

(8) 依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

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9)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及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如下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① 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② 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③ 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10) 依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如下影响持续盈利

能力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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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②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

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③ 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④ 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

资收益； 

⑤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

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⑥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5、 募集资金运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至

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四、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李臣与发行

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均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及其持股

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发行人的股本及股权结构如下表

所示，未发生变化，发行人各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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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李  臣 53,795,130 41.38 

2 甘肃信托 20,000,000 15.38 

3 甘肃国投 10,000,000 7.69 

4 张小芳 9,700,000 7.46 

5 甘肃盛华 4,000,000 3.08 

6 朱治海 3,602,460 2.77 

7 马德全 3,602,410 2.77 

8 张辉阳 3,400,000 2.62 

9 舒振建 3,200,000 2.46 

10 杨东烨 2,500,000 1.92 

11 青岛悦丰 2,400,000 1.85 

12 刘宏信 2,000,000 1.54 

13 章晓阳 2,000,000 1.54 

14 北京稚鹤 2,000,000 1.54 

15 董  勘 1,500,000 1.15 

16 马维祥 1,500,000 1.15 

17 杨春雨 1,000,000 0.77 

18 皮革研究院 1,000,000 0.77 

19 建银益恒 1,000,000 0.77 

20 曹红英 700,000 0.54 

21 北京中泽信 600,000 0.47 

22 朱玉祖 500,000 0.38 

合计 130,000,000 100.00 

六、关联交易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发行人新增

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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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办公用品等 

依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发行人存在与甘肃国芳综合超市有限公司购买礼品、食品、清洁用品及办

公用品等小额关联交易的情形。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

[2013]2564 号），2013 年 1-6 月份所发生的前述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429,827 元。 

七、发行人新增的主要资产 

1、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13 年 4 月 9 日取得广河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发行人合法拥有下表土地使用权，该等土地使用权上未设定

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序号 土地证号 座落 用途 使用权类型 面积(㎡) 终止期限 

1 

广国用(2013) 

第 21 号 

广河县三甲

集镇水家村 
工业用地 出让 113,944 2062.1 

2 

广国用(2013) 

第 22 号 

广河县三甲

集镇水家村 
工业用地 出让 14,271 2062.1.14 

2、新增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合法享有下表新增商标，并已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核发的《商标注册证》，该商标上未设定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

限制的情况，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编号 有效期至 商品和服务分类 

1 

 

第 10631901 号 2023.5.13 第 18 类 

3、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依据发行人确认及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发行

http://sbj.saic.gov.cn/
http://sbj.s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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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及其他，该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系由发行人通过购买等合法方式取得，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新增已设定抵押担

保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八、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止，发行人新

增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债权债务情况如下： 

1、新增借款合同 

序号 贷款人 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 

(万元)  

利率

（年） 
期限 

担保 

方式 

1 兰州银行

白银路支

行 

兰银短借字 2013 年第

101172013000017 号 
3,000 6.60% 

2013.2.4- 

2014.2.4 
抵押 

2 
兰银短借字 2013 年第

101172013000027 号 
5,000 7.20% 

2013.3.13- 

2014.3.13 
抵押 

3 

中信银行

兰州分行 

2013 信银兰贷字第 003 号 3,000 7.20% 
2013.1.14- 

2014.1.13 
质押 

4 2013 信银兰贷字第 026 号 5,000 6.72% 
2013.2.7- 

2014.2.6 
质押 

5 2013 信银兰贷字第 027 号 3,000 6.72% 
2013.2.7- 

2014.2.6 
保证 

6 2013 信银兰贷字第 060 号 2,000 6.72% 
2013.5.10- 

2014.5.9 
质押 

7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

821006 浙商银借字 2013

第 00001 号 
3,500 6.60% 

2013.01.24- 

2014.01.23 
质押 

8 821006 浙商银借字 2013 3,000 6.60% 2013.3.22-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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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 第 00002 号 2014.3.21 

9 

五矿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P2013M11S-GSHL-002) 10,000 6.00% 
2013.3.7- 

2014.3.6 
质押 

10 

建设银行

临夏分行 

BL-2013-03 1019.22 6.16% 
2013.3.15- 

2013.8.24 

应收账

款质押 

11 BL-2013-04 748.64 6.16% 
2013.3.22- 

2013.9.14 

应收账

款质押 

12 BL-2013-05 710.16 6.16% 
2013.5.2- 

2013.10.8 

应收账

款质押 

13 BL-2013-06 205.55 6.16% 
2013.5.20- 

2013.11.2 

应收账

款质押 

14 BL-2013-07 431.24 6.16% 
2013.5.22- 

2013.11.10 

应收账

款质押 

15 BL-2013-09 453.88 6.16% 
2013.6.4- 

2013.10.23 

应收账

款质押 

16 BL-2013-10 766.06 6.16% 
2013.6.8- 

2013.11.23 

应收账

款质押 

17 

浦发银行

东岗支行 
48042013280040  2,500 6.60% 

2013.4.48- 

2014.4.28 
质押 

18 

国家开发

银行兰州

分行 

6210201301200024227 5,000 6.60% 
2013.6.25- 

2014.6.24 
抵押 

2、新增担保合同 

序号 担保权人 合同编号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方式 
担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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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州银行

白银路支

行 

兰银最高抵字 2013 年

第101172013000019号 

借款业务期限

(2016.1.16) 

届满起另加两年 

4,800 抵押 蓝湿皮 

2 
兰银最高抵字 2013 年

第101172013000027号 

借款业务期限

(2015.6.26) 

届满起另加两年 

5,000 抵押 蓝湿皮 

3 

中信银行

兰州分行 

(2013)信银兰质字第

001 号 
—— 3,000 质押 蓝湿皮 

4 
(2013)信银兰质字第

004 号 
—— 5,000 质押 蓝湿皮 

5 
（2013）信银兰质字第

013 号 
—— 2,000 质押 蓝湿皮 

6 

甘肃省中

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

限责任公

司 

2013 年甘担保字第

DB-137 号 

主债务合同期限

(2014.2.6) 

届满起另加两年 

3,000 保证 —— 

7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

分行 

821006 浙商银动质

2013 第 00001 号 
—— 3,500 质押 蓝湿皮 

8 
821006 浙商银动质字

2013 第 00002 号 
—— 3,000 质押 蓝湿皮 

9 

中国银行

兰州莱茵

小镇支行 

2013 兰莱中银质字第

001 号 
—— 10,000 质押 蓝湿皮 

10 

浦发银行

东港支行 
YZ4804201328004001 —— 2,500 质押 蓝湿皮 

11 国家开发 6210201301200024370 借款业务期限 5,000 抵押 蓝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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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兰州

分行 

(2014.6.24) 

届满起另加两年 

3、新增销售合同 

序号 需方名称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时间 

1 

惠州市港盈鞋业有限公司 

9,899,850 2013.3.27 

2 10,370,260 2013.2.18 

3 9,846,300 2013.5.22 

4 

广州市丽缘鞋业有限公司 

9,558,050 2013.3.3 

5 6,248,081.4 2013.3.22 

6 

成都富路其鞋业有限公司 

5,286,000 2013.2.22 

7 11,497,700 2013.3.28 

8 8,059,200 2013.4.29 

9 9,776,350 2013.5.5 

10 

成都双流长江鞋业有限公司 

6,178,800 2013.2.24 

11 10,055,150 2013.4.2 

12 

广州市玉兰鞋业有限公司 

5,039,328 2013.3.22 

13 5,017,881.75 2013.4.7 

14 

成都市金佩皮革有限公司 

6073400 2013.3.27 

15 9568050 201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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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莞市龙运鞋业有限公司 5,039,760 2013.1.4 

17 东莞市珍宝鞋业有限公司 6,152,300 2013.4.24 

18 成都市三分多鞋业有限公司 7,999,270 2013.2.18 

19 

成都鑫佩皮革有限公司 

5,020,600 2013.2.27 

20 6,125,550 2013.3.29 

21 成都旭润鞋业有限公司 9,688,000 2013.5.27 

4、新增采购合同 

序号 供方名称 产品种类 合同金额(元) 签订时间 

1 奇台县新亚皮革加工有限公司 蓝皮 52,000,000 2013.6.18 

2 平舆县永盛皮革有限公司 蓝皮 61,750,000 2013.6.2 

3 郑州高鑫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化料 1,000,550 2013.3.29 

4 广州杰石化工有限公司 化料 1,042,900 2013.5.27 

5 泉州康力商贸有限公司 化料 1,500,000 2013.3.20 

6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料 1,480,000 2013.5.22 

5、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为 947,047.65 元，该等应收款中无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款项；其他应付款为 3,070,770.74 元，该等其他应付

款中无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的款项。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并经发行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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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系因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合法有效。 

九、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股东大会 

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止，发行人未召开股东大会。 

(二) 董事会 

2013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3

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2013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2013 年上半年董事会

报告》、《2013 年上半年内控报告》及《2013 年半年度报告》。 

 (三) 监事会 

2013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3

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2013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2013 年上半年董事会

报告》、《2013 年上半年内控报告》及《2013 年半年度报告》。 

十、发行人的税收 

(一)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 

1、 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产品销售或应税劳务增值额 17% 

营业税 应税营业收入 5%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5%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5% 

价格调节基金 应纳流转税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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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行人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发行人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产品销售或应税劳务增值额 17% 

营业税 应税营业收入 5%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二) 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助政策及其合法性 

依据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3]2564 号），发行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期间享受的新增政府补助如下： 

单位：元 

期间 补贴项目 批文 补贴金额 

2013 年 

1-6 月 

产业化扶贫项目贷

款贴息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和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2 年财政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甘开计发

[2012]7 号） 

200,000 

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审阅了《招股说明书》全文，特别是其中引用本所律师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招

股说明书》引用本所出具的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文件的内容适当。 

依据发行人董事及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中介机构的确认，《招股说明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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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结论性意见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 除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之外，发行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质性条件。 

（二） 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 《招股说明书》引用本所出具的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

充法律意见书（九）》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及经办律师签署后生效。 

（下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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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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