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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问询函有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致：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贤丰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贤丰控股”）委托，就《关于对贤丰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223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中所涉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执业规则》”）等规定，对《问询

函》中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工作，包括审查了我们认为必

要的法律文件等。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执业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发

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经办律师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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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及经办律师仅就公司本次《问询函》的相关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并

不对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不具备对该等专业事项进

行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本所及经办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与该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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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有关的报表、数据或对会计报告、审计报告等专业报告内容的引用，不意味

着本所及经办律师对这些引用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公司已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与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信息、文件或资料均

为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文件资

料为副本、复印件的，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所有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所有文件或资料上的

签字和印章均为真实。

5、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经办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或确认文

件及主管部门公开可查的信息发表法律意见，该等证明、确认文件或信息的真实

性、有效性、完整性、准确性由出具该等证明、确认文件或公布该等公开信息的

单位或人士承担。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问询函》回复的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问询函》回复的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释 义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公司/贤丰控股 指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蓉胜 指 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司

惠州新能源 指 贤丰（惠州）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新能源 指 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聚能永拓 指 深圳市聚能永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丰信汇富 指 横琴丰信汇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贤丰 指 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

康逸电线 指 东莞市康逸电线有限公司

汇信租赁 指 汇信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东亿农产品 指 东莞市东亿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北泰机电 指 广州北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孟世达商贸 指 东莞孟世达商贸有限公司

华南装饰 指 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旭辉实业 指 深圳旭辉实业有限公司

中化十四建设 指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瑞兴包装 指 广州瑞兴木质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园洲建筑 指 博罗县园洲建筑工程公司

本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贤丰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问询函有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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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询函》“4、报告期末，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涉及的

诉讼（仲裁）金额为 10,565.38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以列表形式说明

所涉诉讼（仲裁）的当事人、争议事由、标的金额、截至回函日的具体进展，

以及相对应的预计负债计提情况、判断依据。（2）自查上述诉讼的信息披露是

否完整、及时、准确，你公司针对上述诉讼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具体安排。请

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1）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律师对前述问题

（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所涉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就在 2020年年度报告期末，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金额为 10,565.38万元，

该等金额对应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当事人

争议事由
标的金额（涉案

金额）（万）
截至回函日的具体进展原告/申请

人

被告 /被申

请人

1
康逸电线 珠海蓉胜

买卖合同

纠纷
77.93 一审、二审判决珠海蓉胜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2

汇信租赁

惠 州 新 能

源、深圳新

能源、贤丰

控股、聚能

永拓、丰信

汇富、广东

贤丰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3,686.74

一审判决惠州新能源需支付借款本金、利息、逾期

利息、律师费，深圳新能源、贤丰控股、聚能永拓、

丰信汇富、广东贤丰需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预计要支付 8584.59万元，惠州新

能源、公司已提起上诉。

3

4,158.65

4

东亿农产

品

惠 州 新 能

源、深圳新

能源

买卖合同

纠纷
27.66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原告撤回对深圳新能源的起

诉，惠州新能源 2020年 12月 15日前支付货款（分

期），该货款、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合计 27.89万

元，已支付 17万元，未履行完毕。

5

北泰机电 深圳新能源
买卖合同

纠纷
21.34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告 2020年 12月 31日前

分期支付 21万元，全部未履行，目前已被申请强

制执行。

6
孟世达商

贸
深圳新能源

买卖合同

纠纷
42.57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告 2020年 12月 31日前

分期支付 42万元，案件受理费由深圳新能源承担，

全部未履行，目前已被申请强制执行。

7
华南装饰 惠州新能源

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
306.20

裁决结案，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律师费、仲

裁费合计 288.65万元，全部未履行，目前已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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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强制执行。

8

旭辉实业 惠州新能源
买卖合同

纠纷
8.98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告 2020年 12月 16日前

支付 8.5964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已支

付 2.6987 万元，未履行完毕，目前已被申请强制

执行。

9
中化十四

建设

惠 州 新 能

源、深圳新

能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478.19 一审已开庭，尚未判决。

10
瑞兴包装 惠州新能源

买卖合同

纠纷
4.96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告 2020年 12月 31日前

分期支付 4.96万元，全部未履行。

11

蒋友良 惠州新能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6.19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告 2020年 12月 31日前

分期支付 6.19万元，全部未履行。

12

巫建雄 深圳新能源 劳动争议 6.35

裁决结案，裁决被申请人 2020年 12月 01日前支

付 5.21万元，全部未履行。目前已被申请强制执

行。

13
牟渊 深圳新能源 劳动争议 6.30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申请人 2020年 11月 30

日前支付 5.45万元，全部未履行。

14

张效玮 深圳新能源 劳动争议 4.87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申请人 2020年 11月 30

日前支付 4.73万元，全部未履行。目前已被申请

强制执行。

15
田甜 深圳新能源 劳动争议 94.42

裁决结案，裁决被申请人支付 52.31万元，全部未

履行，目前被申请强制执行。

16 王晓春 惠州新能源 劳动争议 1.09 撤诉结案

17

园洲建筑

惠 州 新 能

源、深圳新

能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607.33

一审判决深圳新能源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惠州

新能源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并退还质保金，原告对建

筑工程处置价款在 1071.11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惠州新能源承担大部分案件受理费，2021年 5月

28日收判决书，目前处于上诉期内

18

王洋 深圳新能源 劳动争议 14.62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申请人 2021年 2月 10日

前一次性支付 13.93万元，全部未履行，目前已被

申请强制执行。

19
彭丰 深圳新能源 劳动争议 11.00

调解结案，调解方案为被申请人 2021年 2月 10日

前一次性支付 4.5万元，全部未履行。

合计 10,565.38

二、公司所涉诉讼（仲裁）事项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就上述所述公司所涉诉讼（仲

裁）项下，公司进行了以下披露：

（一）公司在 2020年 8月 27日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0-047）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八、诉讼事项”中，对上述诉讼（仲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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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项案件根据当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总披露；

（二）公司于 2021年 1月 8日披露的《关于解散清算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3）之“三、其他说明”之“1.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

事项”中，对上述诉讼（仲裁）第 1-17 项案件（其中第 1-3项案件已在《2020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汇总披露）进行了汇总披露。

（三）公司在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1-024）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对上述诉

讼（仲裁）全部进行了汇总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

（一）上述公司所涉诉讼（仲裁）案件均未达《上市规则》第十一章第一节

（“重大诉讼和仲裁”）规定的临时报告信息披露要求和标准，公司无须就上述公

司所涉诉讼（仲裁）案件履行临时报告信息披露义务；

（二）《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并未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对未达到重

大诉讼仲裁披露标准的其他任何一项诉讼仲裁事项进行详细披露，公司对前述所

涉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行汇总披露不违反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查的 2020年报所涉诉讼（仲裁）事项已全部

在《2020年年度报告》进行了汇总披露，信息披露完整、及时、准确。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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