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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谷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天谷科技本次申请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

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挂牌事宜，本所已经出具了《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天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

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原补充法律意见书”）。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

律师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天谷科技的行为以及本次挂牌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

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2.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本所律师进行实地考察、查验，收集并审查了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资料和文件。 

3.天谷科技已向本所保证，天谷科技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

整、真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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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

实的，其所提供的所有副本材料及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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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天谷科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原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修改和补充，如

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法律意见书、原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原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其他事项和所用释义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6.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而未对有关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

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天谷科技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天谷科技为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在对天谷科技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实、核查和验证的基础

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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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1：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下列事项：（1）公司租赁使用的

土地合法合规性以及相关整改措施；（2）公司是否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

并对是否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租赁使用的土地合法合规性以及相关整改措施。 

根据天谷科技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等资料及其相关说明，报告期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谷科技租赁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区位 

面积

（亩） 
合同期限 规划用途 实际用途 

1 李维振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武山村 
8.2 

2012.12.17-

2013.5.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2 汪荣英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武山村 
10.3 

2012.12.01-

2013.5.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3 黎留生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 
4.81 

2012.11.11-

2013.5.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4 汪世芳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五队 
11.2 

2012.11.14-

2013.5.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5 符立达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椰林

镇桃园第十三社 
3 

2013.12.01-

2014.5.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6 刘清芳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米桶村 
5.3 

2013.12.01-

2014.5.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7 汪德军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米埇村 
5.0 

2014.12.01-

2015.6.01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8 陈亚丸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武山村 
2.0 

2014.12.01-

2015.6.01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9 
基因中

心 

天谷科

技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

镇南陆村 

918.3

9 

2013.01.01-

2013.6.2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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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因中

心 

天谷科

技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

镇南陆村 
38 

2014.04.01-

2014.12.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11 
基因中

心 

天谷科

技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

镇南陆村 
44 

2015.04.01- 

2015.12.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12 黎留生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东艾园村 
13 

2015.12.10-

2016.6.1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13 黎琼坤 
天谷科

技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

镇东艾园村 
6 

2016.01.01- 

2916.5.30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14 陈群明 
天谷科

技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

镇新华中心村 
25 

2016.04.15- 

2016.10.15 
农用地 

农业科研

育种 

①报告期内天谷科技的土地租赁存在瑕疵 

前述第 1 项至第 11 项土地使用权，系天谷科技于报告期内租赁。其中，第

1 项至第 8 项土地使用权系天谷科技从农户处转包取得；第 9 项至第 11 项土地

使用权系基因中心从上海金山区廊下镇南陆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陆村委

会”）租赁后，转租给天谷科技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发包方

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

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

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

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 

报告期内，天谷科技从农户处租赁的前述第 1 项至第 8 项土地使用权，均签

订了书面合同，但未办理相关备案。 

报告期内，天谷科技从基因中心租赁的前述第 9 项至第 11 项土地使用权，

已取得南陆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土地转租的说明，南陆村委会同意基因中心将

相关土地转租给天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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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前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

定，但公司未履行向发包方备案的相关程序，或未事先经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

民政府批准，存在一定程序瑕疵。 

②天谷科技目前租赁使用的土地合法合规 

根据天谷科技的说明，公司主要在海南省陵水县和上海市金山区、奉贤区等

郊区租赁当地农用地进行科研育种，因育种具有季节性特征，公司的土地租赁合

同根据行业惯例一年一签。因不同地区的温度存在明显差异，公司一般于 11 月

或 12 月签订租赁土地租赁协议用于海南地区的科研育种；一般于 4 月左右签订

租赁土地租赁协议用于上海地区的科研育种。 

根据天谷科技的说明，公司已经意识到报告期内租赁的土地存在程序瑕疵，

因此，公司开始新一季的科研育种时，在租赁前述第 12 项至第 14 项土地使用权

时，已按照《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履行相应备案程序，土地租赁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天谷科技在租赁集体土地过程中，存在未

履行相关备案或者批准程序瑕疵，该等合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已全部到期

履行完毕，且在租赁的土地过程中，未有农户提过异议，亦未发生过其他纠纷。

公司已就前述瑕疵进行规范，从 2015 年 12 月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已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土地租赁合法合规。前述土

地租赁瑕疵用地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2）公司是否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并对是否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的规定，国家编制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

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是指农

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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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业的土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的规定，基本农田是指按

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不得占用的耕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包括基本农田在内的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可以依法确

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

的义务。其中，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通过承包该集体经济的土地，依法享有承包

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等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2011）》的规定，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

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

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

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 

根据前述规定，天谷科技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使用包括基本农田在内的农民

集体所有的耕地进行科研育种等农业生产，但其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

义务。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天谷科技确认，天谷科技未在租赁的土地上实施建窑、

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

农田的活动，未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未闲置、荒芜基本农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天谷科技在租赁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科研育种，不存在

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未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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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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