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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环保”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以及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挂牌的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查，

并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富利环保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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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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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三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针对《反馈意见》中

需要律师说明的有关问题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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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之外，与其

在法律意见书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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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问题 1 

公司在向供应商采购设备的过程中，同时由供应商提供搬运、固定、安装

等劳务。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与供应商具体劳务合作情

况、结算情况，公司目前开工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及供应商劳务人员数量情况、

从事具体事务情况，公司 21名技术人员与各个项目现场施工开展的匹配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业务开展中是否存在业务分包、劳务分包情

形，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现场事实情况合理说明核查依据。 

【回复意见】 

（一）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与供应商具体劳务合作

情况、结算情况。 

公司在为客户提供污（废）水处理、废气治理、噪声治理等领域的环境保

护工程与服务过程中，严格执行质量标准；根据公司施工质量控制制度，公司

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工程施工方案、项目现场管理、施工管理、治理管理、安全

管理等技术与管理工作，方案设计、土建施工、非标设备制作、部分设备及材

料采购、机电安装、竣工图编制、环保设备核心部分（设备内部部件）的安装、

单机及系统调试等工作。 

经本所律师核查，为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节省人工成本，公司在向供应

商采购设备过程中，会与供应商约定由供应商提供设备运输、吊装及部分设备

的安装等服务。报告期期内及期后，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具体劳务合作情况详

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反馈问题 7”。 

报告期及期后，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附带运输安装等内容的采购合同均已

履行完毕，2017年 7月 31日至本反馈意见签署之日，公司已规范合同的签订，

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不再包含基础安装等服务。公司承诺，在今后的业务

中，凡涉及需要第三方配合劳务施工的，公司将聘请具有施工劳务资质的合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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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用结算，公司会根据合同的约定分阶段按比例向供应商支付合同价

款，通常情况下分为合同签订、进厂安装、安装完成三个阶段。 

（二）公司目前开工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及供应商劳务人员数量情况、从事

具体事务情况，公司 21 名技术人员与各个项目现场施工开展的匹配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合同签订不规范，部分项目约定由供

应商提供包工包料服务，但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报价单，合同价款主要为设备采

购费用，设备运输、搬运、安装等基础劳务费用只占少部分，合同实质为购买

设备附带有偿运输、安装等服务。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报告期内

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附带运输安装等内容的采购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公司最近

履行完毕的合同情况如下： 

工程名称 承包方 

富利环保承担的施工内容 

（包括施工具体环节及技术人员数量） 

供应商提供的除设备以外的

运输、搬运等服务（包括提

供具体服务内容、人员数量）  合同报价单

【2】  

施工具体环节 
技术人员

数量 

除设备以外的服

务 

供应商人

员数量【1】 

 

环保废气治

理安装工程 

东莞市月升

五金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进行内部安

装：机壳（供应商釆购）—前

置布风网格—水喷淋处理器

—脱水处理器—挂料处理器

—均风装置—变频调速器—

控制电路板—自动控制器—

增强引风设备—调试。 

 

6 人 

1.活性炭滤料安装；

2.安装引风机；3.

运输、吊装。 

3-7 人 

 
 184,040.00  

环保废气治

理安装工程 

东莞市月升

五金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或产品进行内

部安装：机壳（供应商釆购）

—前置布风网格—过滤板—

均风装置—UV管—光触媒板

7 人 

1.安装引风机；2.

运输、吊装；3.搬运；

4.电缆铺设。 

3-7 人 

 
 252,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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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整流器控制电路

板—自动控制器—活性炭处

理设备—增强引风设备—调

试。 

注塑车间废

气治理工程 

东莞市月升

五金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或产品进行内

部安装：机壳（供应商釆购）

—隔热风管—过滤板—均风

装置—控制电路板—增强引

风设备—调试。 

6 人 
1..安装引风机；2.

运输；3.拆装。 

3-7 人 

 
 20,154.00  

环保有机废

气治理工程 

东莞市航兴

环保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或产品进行内

部安装：机壳（供应商釆购）

—前置布风网格—水喷淋处

理器—脱水处理器—陶瓷填

料处理器—均风装置—变频

调速器—控制电路板—自动

控制器—增强引风设备—调

试。 

10 人 

1..拆除旧管道，安

装管道；2.吊装、运

输。 

3-7 人  403,030.00  

注液车间电

解废气治理

工程 

东莞市清溪

伟林白铁店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或产品进行内

部安装：机壳（供应商釆购）

—前置布风网格—过滤板—

均风装置—控制电路板—自

动控制器—活性炭处理设备

—增强引风设备—调试。 

10 人 

1.安装引风机；2.

运输、吊装；电缆

铺设。 

3-7 人  35,883.00  

环保脉冲除

尘工程 

东莞市泽盛

环保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或产品进行内

部安装：喷吹管、电磁脉冲阀、

膜片、气包、文氏管、脉冲控

制仪、卸爆装置、火花探测器、

10 人 
1.安装调试；2.运

输、吊装。 

3-7 人 

 
 13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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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供应商根据合同的约定，提供设备，并提供设备的运输、搬运及安装等工作，

供应商会自行安排现场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量的大小，随机调派人员，辅助公司技术人员

完成现场设备的搬运及安装，公司按照工程进度对设备及工程进行验收。 

注【2】:公司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之前，供应商会给公司提供报价单，报价单上会详

细列明设备及劳务的价值，公司根据报价单的价格与供应商进行磋商，根据磋商的结果签

订合同。作为双方签订合同的主要依据，以下为东莞市泽盛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给

公司的报价单，供参考： 

东莞市泽盛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三中金龙工业区 

TEL：0769-85612748    FAX：0769-85627995 

客户：富利环保                 编号：20170516-001 

序号 品名 规格 SPEC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一 30HP布袋除尘系统           

1 布袋除尘系统塔体主机   台 1 38500 38500 

  
（1）型式：脉动逆洗上拆式；设置场所：室外

型 
          

  （2）设计耐压：800mmAq           

  (3)本体外型尺寸（mm）：L3800*W2200*H6000mm           

自动喷淋消防系统、自动控制

设备、自动收集废料设备、调

试。 

车间废气治

理工程 

东莞市月升

五金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或产品进行内

部安装：机壳（供应商釆购）

—前置布风网格—水喷淋处

理器—脱水处理器—挂料处

理器—均风装置—变频调速

器—控制电路板—自动控制

器—增强引风设备—调试。 

6 人 
1.安装调试；2.运

输、吊装；3.搬运。 
3-7 人  136,028.00  

环保厨房油

烟治理加工

工程 

东莞市凤岗

锋记机械加

工店 

富利环保技术人员对现场进

行勘察、设定方案、方案报价

预算、现场分布设备摆放情

况，对外发商所做产品进行验

收，然后对设备或产品进行内

部安装：机壳（供应商釆购）

—前置油烟粗级过滤网板—

多段正负电极离子板—后置

油烟细级过滤网板-调试。 

3 人 
1.安装调试；2.运

输、吊装。 

3-7 人 

 
 11,5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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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颜色：白色，客户亦可指定）           

  
材质：Q235A*2.0mm；采用碳钢板，折成波浪板

制作 
          

  
（4）含主机维护平台，爬梯及加强扁铁，主机

支撑架 
          

  
（5）集尘漏斗设计 60 度斜角，不易滞留细微

粉尘 
          

2 过滤滤袋系统   套 200 220 44000 

  
（1）过滤滤袋尺寸：φ150*L2500（表面经过

压光处） 
          

  （2）过滤速度：2m/min           

  （3）过滤面积：150㎡           

  
（4）过滤布袋材质：聚脂烯纤维；

POLYESTER*500g/m2 
          

  使用寿命二年以上；滤袋材料台湾进口           

  
（5）支架笼：φ150*L2500；表面经过防腐处

理 
          

  （6）文式管：φ150*L200，表面经过防腐处理           

3 电磁膜片阀   组 20 320 6400 

  （1）规格尺寸：φ1.5"           

  （2）材质：铝制品，产地：台湾进口           

  （3）使用气源压力：3-6kg/cm2           

  
（4）高压储气罐φ200含卸压阀，三点组合

（SMC）排水口 
          

4 管道   式 1 6500 6500 

  方变圆 
600*700

变φ500 
个 1     

  方变圆 
600*500

变φ400 
个 1     

  主管不锈钢螺旋风管-0.8T φ500 米 14     

5 自动风门开关 φ500 个 2 500 1000 

6 消音器 φ500 个 1 700 700 

7 雨帽 φ500 个 1 200 200 

8 
五金零件/含密封垫片，螺丝，五金吊架，油漆

等 
  式 1 1800 1800 

9 运输吊装费   式 1 7500 7500 

10 安装调试费   式 1 13500 13500 

11 税金 17%   式 1 12000 12000 

  以下空白           

大写人民币：壹拾叁万贰仟壹佰元整 1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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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报价含 17%税 

1、本报价单不包含电器控制系统 

2、付款方式：订金 40%，进厂安装 30%，安装完成一个月内付清尾款 30% 

3、工期：30个工作日 

4、本设备保修一年，人为损坏及日用耗材不在保修之列 

公司目前共有工程技术人员 21人，公司将根据环保工程的复杂程度向项目

派驻工程技术人员，环保工程主体均由公司技术人员完成。如上表，公司最近

完工的 8个项目，每个项目公司配备的技术人员为 3-10人不等，公司会根据每

个项目的进度、工期的长短合理进行人员的调配，当某个工程工期进度较快、

工期较紧时，公司会根据工程的人员配置需求紧急进行人员的调配，以此保证

工程的顺利完成。通过合理的人员调配，公司现 21名技术人员能够确保公司同

期进行的项目具有合理的人员配置。 

（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业务开展中是否存在业务分包、

劳务分包情形，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现场事实情况合理说明核查依据。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

第八条，“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

者施工合同关于工程分包的约定，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

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建设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第九

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二）施工单位

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的；（三）施工合同中没有

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其他单位施工

的。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号）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

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施工活动的企业。” 第五条“建筑业

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 

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分别划分为若干

资质类别，各资质类别按照规定的条件划分为若干资质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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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别与等级。”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涉及环保工程施工，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规定，取得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企业

可承担污染修复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中型以下及其他小型环保工程的

施工。 

公司在为客户提供污（废）水处理、废气治理、噪声治理等领域的环境保

护工程与服务过程中，严格执行质量标准；根据公司施工质量控制制度，公司

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工程施工方案、项目现场管理、施工管理、治理管理、安全

管理等技术与管理工作，非标设备制作、部分设备及材料采购、机电安装、竣

工图编制、环保设备核心部分（设备内部部件）的安装、单机及系统调试等由

公司技术人员完成。 

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合同签订不规范，部分项目约定由供应商提供包工包料

服务，但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报价单，并经对主要供应商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访谈，

合同金额主要为设备采购费用，设备运输、搬运、安装等基础劳务费用只占少

部分。公司环保工程涉及劳务施工的核心部分主要为环保设备内部构件调试、

机电安装等工作，且核心部分的施工均由公司技术人员完成。公司与供应商签

订合同，取得了涉及采购附带劳务工程的发包方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其知晓并

允许富利环保在环保工程施工中聘请第三方配合施工。因此，公司在向供应商

采购设备时，会涉及劳务内容，但是合同实质为采购合同，购买设备附带有偿

运输、安装等服务。 

报告期及期后，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附带运输安装等内容的采购合同均已

履行完毕，2017年 7月 31日至本反馈意见签署之日，公司已规范合同的签订，

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不再包含劳务内容。公司承诺，在今后的业务中，凡

涉及需要第三方配合劳务施工的，公司将聘请具有施工劳务资质的合作方。 

报告期内及期后，公司涉及劳务内容的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未出现任何安全

事故，工程大部分均已经完工，并已通过验收；公司已取得涉及劳务内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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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发包方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其知晓并允许富利环保在环保工程施工中聘

请第三方配合施工，确认其与富利环保不存在任何纠纷；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已经出具《证明》确认公司报告期内未受到建设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于 2017年 10月 23日出具《关于广

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情况的说明》，“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环保”）为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节省人工成本，

在向供应商采购设备过程中，会同时由供应商附带提供搬运、固定、安装等劳

务。经我局了解，该劳务主要系搬运、固定、安装等基础性工作，不属于依据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等

相关法律规定的需要取得施工劳务资质的范畴。我办亦不会对富利环保的该情

况进行任何行政处罚。” 

经走访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管理科，并与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确认，公司在向供应商采购设备过程中，供应商附带提供搬运、固定、安装等

劳务。因劳务内容简单，不属于建筑工程范畴，供应商不属于依据《建筑业企

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等相关法律规

定的需要取得施工劳务资质的范畴。 

2017年 10月 23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平和肖辉娜共同出具承诺，“鉴于

报告期及期后，公司在向供应商采购设备过程中，会同时由供应商附带提供搬

运、固定、安装等劳务，供应商未取得施工劳务资质。若公司因上述情形受到

主管部门处罚，相关责任由本人全部承担。公司将规范合同的签订，避免采购

合同中附带劳务情形。如需第三方配合完成施工，公司将聘请有施工劳务资质

的单位完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采购设备附带劳务的内容，

不属于违法分包；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业务分包情形。该情形不会对本次挂

牌构成实质性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均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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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富利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

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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