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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 

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编号：嘉源(2015)-02-044 

敬启者： 

根据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温氏集团”）

与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公

司聘请本所作为其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大华农提供与中国法

律法规相关的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就本次吸收合并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

份有限公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为“原法律意见书”），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就本次吸收合并出具了《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大

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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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于 2015年 7月 16日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1227 号）的要求出具了《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15 年 7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针对本次吸收合并申请材料提出了口头的

反馈意见。本所遵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就本次口头反馈意见中提出的涉及本次

吸收合并事宜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原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及作出的确认、

承诺、声明及保留均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吸收合并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温氏集团进行本次吸收合并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如反馈意见回复中所述，石坝猪场由于当地政府关于畜禽养殖产业规

划调整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暂缓办理该县管辖范围内所有养殖场的相关经营证

照的原因，导致石坝猪场暂无法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请补充说明石坝猪场目前是否在经营中，尚未取得上述经营资质对

于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答复： 

1、石坝猪场的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石坝猪场目前处于正常运营状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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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猪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固定资产净值为 9,083,037.5 元，占公司

总资产的 0.036%，2014年该猪场的猪苗产量为 76,705头，占公司猪苗产量整体

规模的 0.57%。 

2、是否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严格限制东江流域水污染项目建设进一步做好

东江水质保护工作的通知》（粤府函[2011]339号），东江流域内建设大中型畜禽

养殖场（区）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东江流域各县级以上政府要抓紧编制本地

区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禁养区划定工作，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将重

要河段、区域划定为禁养区。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要按规定开展规划环评，在规

划环评未经审查通过前，环保部门不得受理审批具体项目的环评文件。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严格限制东江流域水污染项目建设进一步做好

东江水质保护工作的通知》（粤府函[2011]339号），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位于东

江流域。目前，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该地区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尚未最终确定，

因此，博罗县人民政府暂缓办理该县管辖范围内所有养殖场的环评文件，石坝猪

场也因环评文件尚待办理而暂无法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及《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本所律师与当地负责业务资质办理的主管部门的访谈，

对于石坝猪场未办理上述相关经营证照的情况，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均已知悉，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博罗公司及石坝猪场均未因前述未办理相关经营

证照的情况而受到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罚。 

3、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博罗县畜牧兽医局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出具的证明，博罗公司遵守畜

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依法经营，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地方有关畜

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而被处罚的情形。 

对于石坝猪场尚未办理相关业务资质的情形，公司前 50 名自然人股东已连

带承诺：“如果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温氏集团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本

次吸收合并前尚未办理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资质而被政府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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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承担其它法律责任，所有承诺人愿意承担温氏集团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

此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 

如前所述，由于石坝猪场的资产及业务规模占比较小，因此对公司整体经

营不会构成实质影响。根据公司的确认，就石坝猪场尚未取得相关经营证照的情

形，公司后续将继续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以办理完善。如存在客观

原因不能办理相关经营证照导致石坝猪场无法继续经营而必须拆除或搬迁时，公

司将及时拆除或依法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经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石坝猪场目前处于正常运营状态。 

2、石坝猪场未办理相关经营证照的情况，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已知悉，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博罗公司及石坝猪场均未因前述未办理相关经营证

照的情况而受到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罚。 

3、石坝猪场的资产及业务规模占比均较小，且根据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

的证明，博罗公司依法经营，不存在被处罚的情形，同时，公司前 50 名自然人

股东已连带承诺，若因石坝猪场未办理相关业务资质而给公司导致的直接经济损

失，公司前 50 名自然人股东将予以承担，因此，石坝猪场尚未办理相关业务资

质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吸收合并构成实质性

影响。 

 

二、关于温氏集团子公司鹏福公司的固定资产已办理抵押担保，请补充说

明温氏集团是否存在对外担保，若不存在对外担保，请补充明确鹏福公司固定

资产已办理抵押对于本次交易影响的意见。 

答复：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及其境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为公司及其境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第三方提供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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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鹏福公司 7 处物业的抵押系为担保鹏福公司正常运营所使

用的贷款而发生，在鹏福公司足额偿还贷款并缴纳相关费用后即可解除，该等鹏

福公司固定资产办理抵押的情形不会对本次吸收合并构成实质性影响。 

 

三、补充说明公司 408 个涉及养殖及生产、加工的生产单位中目前尚有的

27 生产单位正在办理《排污许可证》的办理进展情况、办理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答复： 

1、办理进展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对于

27 个正在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生产单位，有 4 个生产单位已办理完毕并取得

《排污许可证》；有 1 个生产单位取得了当地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因零排放而无

需办理《排污许可证》的证明；有 1个生产单位取得了当地主管政府部门同意暂

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的证明；有 7生产单位已经取得当地主管政府部门关于

同意进行试生产的批复或预审意见，待试生产运行合格后即可申请环保竣工验收

并办理《排污许可证》；有 1 个生产单位因当地畜禽养殖规划尚未确定，政府部

门暂不受理环评申报而无法办理；有 7个生产单位已经办理完毕环评手续，正在

进行环保设施建设及调试；有 6个生产单位目前正在办理环评手续。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生产单

位 
办理进度 

广西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高峰猪

场 
已经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蒲塘种

猪场 
已经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孝昌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绿化猪

场 
当地环保局出具证明，因零排放而无需办理排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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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饲料厂 已经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李家铺

种鸡场 
已经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泰安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蒋集种

鸡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试生产批复 

海南温氏畜

禽有限公司 

木排种

猪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试生产批复 

盐山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杨集猪

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并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

测报告》（盐监验字[2015]第 002号） 

杨集二

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 

海南温氏禽

畜有限公司 

饲料厂 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和庆种

猪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并取得试生产预审意见函，验证该等养

殖场基本达到试生产条件，现正在申请正式试生产 

十八种

猪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并取得试生产预审意见函，验证该等养

殖场基本达到试生产条件，现正在申请正式试生产 

十八种

鸡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 

琼海温氏禽

畜有限公司 

塔洋种

猪一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试生产批复。 

中原种

鸡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 

华农温氏丹

霞分公司 

霞山猪

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 

华农温氏清

新分公司 

迳口猪

场 
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新围猪

场 
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华农温氏英

州分公司 
饲料厂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 

南方家禽育

种有限公司 

仁马种

鸭场 
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广西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大洋猪

场 
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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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星棋种

鸡场 

当地环保局出具证明：因畜禽养殖场暂未列入该区排污许可证的办理范围，可

暂不办理，若该区将畜禽养殖场列入办理范围，接通知后，公司需在规定时间

内办理 

祥云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祥云种

鸡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试生产批复 

肥东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 

响导种

猪场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试生产批复 

湖州广东温

氏畜牧有限

公司 

饲料厂 已经取得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 

博罗公司 

饲料厂 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石坝猪

场 
因当地畜禽养殖规划尚未确定，政府部门暂不受理环评申报 

对于上述已经取得当地主管政府部门关于同意进行试生产的批复或预审意

见，待试生产运行合格后即可申请环保竣工验收并办理《排污许可证》的 7个生

产单位，该等生产单位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对于因当地畜禽养殖规划尚未确定，政府部门暂不受理环评申报而无法办理

的 1个生产单位，其《排污许可证》需待当地政府部门关于畜禽养殖的规划确定

后方可申请办理，时间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地方政府部门相关规划

确定后，按照地方政府部门要求继续办理。 

对于已经办理完毕环评手续，正在进行环保设施建设及调试的 7 个生产单

位，待公司办理完相关手续并提交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后，该等生产单位办理并

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对于目前正在办理环评手续的 6个生产单位，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以办理完善，待公司办理完相关手续并提交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后，该等生产

单位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我国曾经执行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相关规定，畜禽养殖业不属于重

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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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确认，公司上述尚待办理《排污许可证》的 21个生产单位仅占

公司全部生产单位的 5.15%，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其账面固定资产净值为

363,385,266.57元，占公司总资产的 1.43%，占比较小。 

公司前 50名自然人股东已连带承诺：“如果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温氏

集团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本次吸收合并前尚未办理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资质

而被政府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要求承担其它法律责任，所有承诺人愿意承担温氏

集团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此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原 27个正在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生产单位已经有 4个生产单位办

理并取得了《排污许可证》，有 1 个生产单位已经当地主管政府部门出具证明确

认零排放而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有 1 个生产单位取得了当地主管政府部门

同意暂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的证明。 

2、对于其他 21个正在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生产单位： 

（1）对于已经取得当地主管政府部门关于同意进行试生产的批复或预审意

见，待试生产运行合格后即可申请环保竣工验收并办理《排污许可证》的 7个生

产单位，该等生产单位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对于因当地畜禽养殖规划尚未确定，政府部门暂不受理环评申报而无

法办理的 1个生产单位，待当地政府部门关于畜禽养殖的规划确定并提交符合要

求的申请材料后，其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3）对于已经办理完毕环评手续，正在进行环保设施建设及调试的 7 个生

产单位，待公司办理完相关手续并提交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后，该等生产单位办

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4）对于目前正在办理环评手续的 6 个生产单位，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以办理完善，待公司办理完相关手续并提交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后，该

等生产单位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3、由于尚待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生产单位占比较小，仅为 5.15%，截至



嘉源·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6-3-2-9 

2014年 12月 31日其账面固定资产净值为 363,385,266.57元，仅占公司总资产

的 1.43%，且公司已与地方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并在积极办理过程中，未对公司生

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前 50 名自然人股东已经连带承诺，若上

述尚待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公司前 50 名自

然人股东将予以承担。因此，上述尚待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情况对本次吸收合

并不会构成实质性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特此致书！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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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

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郭  斌  

 

经办律师：易建胜  

 

韦  佩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