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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泉环保”)与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绿泉环保的委托，担任绿泉

环保本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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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监管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

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关于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关于山东绿泉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针对公司本次挂牌申请文件下发的《关于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需

要本所律师对相关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及《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遵循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依赖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合理、必要的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及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绿泉环保与本次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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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挂牌转让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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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绿泉环保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绿泉环保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

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绿泉环保或其他

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声明或证明文件以及与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

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股转公司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二次反馈意见》所涉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绿泉环保的会计、审

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

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

当资格。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绿泉环保为申请挂牌转让之目的而使用，除非取得本所律师的书面

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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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 指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绿泉环保或公司 指 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泉有限或有限公司 指 山东绿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原济南绿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绿泉环保不时修订并适用的《公司章程》（具体视上下文而定） 

报告期 指 自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 年 1月 31日的会计期间 

主办券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一、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将部分工程、劳务分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供应商的情形，存

在因前期不规范业务分包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风险。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将哪些工程和劳务分包给对外分包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供

应商，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受到处罚的风险，公司如何规范处理，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报告期内，公司分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供应商的工程和劳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分为环保水处理工程业务及环保水处理设计咨

询业务，其中，环保水处理工程业务对外分包中存在分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供应商的情形： 

序号 分包方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元） 

相关业务

资质 
履行情况 

1 
巨野龙洋防腐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2014.10.14 405,425.00 无 履行完毕 

2 
延安华伟水利水电工

程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施工 2014.07.25 2,640,000.00 无 履行完毕 

3 张立国 升级改造工程土建 2016.01.04 119,099.00 无 履行完毕 

4 
沂源创世物资有限公

司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2014.12.17 261,000.00 无 履行完毕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4 

序号 分包方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元） 

相关业务

资质 
履行情况 

5 
巨野龙洋防腐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2015.07.21 900,000.00 无 履行完毕 

6 
巨野龙洋防腐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2015.11.21 910,000.00 无 履行完毕 

7 
山西万荣中鑫建筑有

限公司十四分公司 
土建工程施工 2015.05.30 288,000.00 无 履行完毕 

8 
枣庄全晟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安装 2015.10.14 192,000.00 无 履行完毕 

9 
山东省平原县宏达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施工 2016.04.06 85,000.00 无 履行完毕 

10 
巨野龙洋防腐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2016.06.20 197,840.00 无 履行完毕 

11 
济南市长清区四通安

装施工队 
工程设备安装 2016.07.20 160,000.00 无 履行完毕 

12 
巨野龙洋防腐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2016.11.02 204,000.00 无 解除合同 

13 
巨野龙洋防腐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2016.11.02 98,000.00 无 履行完毕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在报告期内将部分项目分包给无相关资质供应商，导致公司存在

业务不规范的情形。在分包业务中，公司主要是将环保水处理工程业务中的土建工程施工、设

备制作安装、设备及管道防腐保温施工业务对外进行分包。在工程施工中，部分作业简单重复，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选择将部分非主体工程（如土建、设备安装、防腐保温等）对外分包给供

应商。在整个施工环节中，工程分包商按照公司的要求来实施作业，其不对工程图纸设计、施

工组织、监督核查等方面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个业务运营流程及决策产生影响。 

2、分包的合法合规性及存在受到处罚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分为环保水处理工程业务以及环保水处理设计咨询业务，公司开展上

述业务已取得了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具体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许可范围/资质等级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施工 
山东省建筑工

程管理局 

鲁 JZ 安许证字

【2012】011206 

2015.08.15- 

201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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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山东省建筑工

程管理局 
D237121111 

2016.10.28- 

2021.06.13 

3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

工程）专项乙级 

山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A237009668 

2016.11.01- 

2019.08.30 

根据《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将部分工

程或劳务业务分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个人或施工队的不规范情形，累计合同金额占报告期内

总分包合同金额的比例为29.04%，分包给不具有相关资质供应商的业务占比不高；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与巨野龙洋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防腐保温工程施工分包

合同》尚未履行，公司已与其签订了解除协议，公司将该项目分包给有相关资质的丹东市宏泰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与其他不具有相关资质的供应商签订的分包合同均已竣工

验收合格，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和纠纷；且根据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勘察设计处、建筑业管

理处出具的《证明》，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发现有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 

同时，针对报告期内公司存在的不规范情形和受到处罚的潜在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周焕

祥、宗可卿已出具《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若公司因部分分包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问题

被相关部门处以罚款，或由其引致任何其他形式的处罚，则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并全额承担因

此产生的损失。” 

另外，根据2014年7月住建部下发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

意见》中提出“（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淡化工程建设企业资质、强化个人执业资

格的改革方向，探索从主要依靠资质管理等行政手段实施市场准入，逐步转变为充分发挥社会

信用、工程担保、保险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市场优胜劣汰”的改革背景下，2016年4月住

建部已批准浙江、安徽、陕西3省开展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同意在上述试点地区

取消或逐步取消劳务资质，因此也导致部分劳务分包商延缓了资质申请进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虽然报告期内公司分包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情形，但不会对公司的

合法规范经营造成实质影响，受到主管部门处罚机率较低，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已承诺若公司因

部分分包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问题被相关部门处以罚款，或由其引致任何其他形式的处罚，则

由其承担全部责任并全额承担因此产生的损失。 

3、公司规范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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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公司分包业务，公司出具了《关于分包事宜的声明与承诺》：“公司自2017年1月1

日起至今，未与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签订新的分包合同；对之前已签订分包合同但不具备相

应资质的企业，公司将积极督促其办理相应资质，若无法满足前述要求，则现有合同执行完毕

后，公司将不与其签订新的分包合同。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本承诺出

具之日起不再与任何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签订分包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新签订的分包合同确定的分

包商均具有相关的资质，具体情形如下： 

序号 分包方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元） 
已获资质 

履行

情况 

1 

山东蒙阴环宇

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EGSB制作

及其安装 
2017.04.01 192,264.00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正在

履行 

2 

山东蒙阴环宇

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EGSB制作

及其安装 
2017.04.01 243,390.00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正在

履行 

3 

山东蒙阴环宇

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EGSB制作

及其安装 
2017.04.01 163,823.00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正在

履行 

4 

丹东市宏泰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防腐保温工

程施工 
2017.05.19 146,000.00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等 

正在

履行 

5 

山东广志市政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改造工程安

装 
2017.04.07 220,000.0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等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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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包方 合同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 

（元） 
已获资质 

履行

情况 

6 

山东蒙阴环宇

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设备安

装 
2017.03.06 882,500.00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正在

履行 

7 

丹东市宏泰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防腐保温工

程施工 
2017.06.01 83,000.00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等 

正在

履行 

8 

山东广志市政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改造工程安

装 
2017.04.07 336,400.0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等 

正在

履行 

9 

吉林省恒瑞劳

务有限责任公

司 

土建工程施

工 
2017.04.22 85,000.00 

砌筑作业分包建筑劳务壹级； 

钢筋作业分包建筑劳务壹级； 

脚手架搭设作业分包建筑劳务

壹级等 

正在

履行 

10 

吉林省恒瑞劳

务有限责任公

司 

土建工程施

工 
2017.03.24 60,000.00 

砌筑作业分包建筑劳务壹级； 

钢筋作业分包建筑劳务壹级； 

脚手架搭设作业分包建筑劳务

壹级等 

正在

履行 

11 
江苏汉皇安装

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安

装 
2017.05.10 140,000.00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 

正在

履行 

12 

江苏汉皇安装

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 

防腐保温工

程施工 
2017.04.27 219,200.00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 

正在

履行 

综上，公司在报告期内虽然存在将部分工程、劳务对外分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供应商的不

规范情形，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绝大部分分包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并未发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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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纠纷且未受到主管机关的任何处罚，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已针对该问题出具了相应承诺，因此，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的不规范情形不会对公司合法规范经营造成实质损害，且目前已经得到有

效整改，报告期后公司未再发生此种不规范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障碍。 

二、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

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答复】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

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

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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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绿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页）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 

                                                         项浩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王波涛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郭永强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卢思宇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