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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源鹏翔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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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恒 04F20160008-2 号 

致：河源鹏翔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本次申请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经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德恒（广

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河源鹏翔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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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并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出具了《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河源鹏翔智造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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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河源鹏翔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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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的修订和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

与其在《法律意见》中含义相同。本补充法律意见说明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

准；本补充法律意见未说明的，以《法律意见》或《补充法律意见（一）》为准。

《法律意见》中的律师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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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消防安全问题。请公司补充披露日常经营场所的具体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日常经营场所的地址、建筑面积、消防设施配备情况等有关消防安全

的信息，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涉及

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消防安全检查以及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的相关事项予以披露。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日常经营场

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

理情况；（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

的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

的风险。（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

力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

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5）公司是否符合

“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答复： 

（一）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

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的核查。 

经本所律师实地走访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

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核查了公司日常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同时就消防

安全问题访谈了公司管理层。 

根据《消防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

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将消防设计文件报

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审核或备案，并在竣工后分别进行消防验收或备案。 

根据《消防法》第十一条、《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核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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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审核；此外，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列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

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

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根据《消防法》第六条、第八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前，或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应当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根据《消防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三）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

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

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公司日常性经营场所不属于根据《消防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

建筑工程，因此，公司经营场所无需进行消防设计审核及消防验收审核，仅需进

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均为租赁公司关联方金鹏强实业之

场地，原有厂房已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取得了编号为 440000WYS090030018 的

建 设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消 防 备 案 受 理 凭 证 ， 根 据 本 所 在 广 东 消 防 网

（http://www.gdfire.gov.cn/）的核查，“河源市金鹏强厂房消防工程”已于 2009

年 8 月 30 日竣工验收，并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完成了消防备案。 

2016 年 1 月 8 日，鹏翔有限与金鹏强实业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根据

该协议书约定，鹏翔有限与金鹏强实业合作开发位于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兴工

大道东边科三路的“鹏翔产业园”，合作方式为：由鹏翔有限出资，金鹏强实业

提供土地，共同建设产业园区。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部分新建厂房的施工并且投

入使用，根据公司说明，该部分的消防工程已经提交备案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尚未取得消防验收备案受理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罚款：（一）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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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二）消防设计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

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施工的；（三）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

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四）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经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五）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

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建设单位

未依照本法规定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或者在竣工后未依照

本法规定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故公司擅自将未经消防验收的部分厂房投入使用，存在受到罚款、停止使用

等处罚的风险。 

（二）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

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

风险。 

根据公司提供的经营场所的消防验收备案材料并经本所律师至股份公司经

营场所现场走访，经核查，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均系为租赁场地，原有厂房已办理

了通过了消防主管部门的验收及备案，新建及扩建厂房的消防工程尚未完成消防

验收备案。但目前已有部分未完成消防验收的厂房投入了生产经营，该部分经营

场所并未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 

根据河源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出具《证明》，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在该局没有生产安全事故及违法记录。根

据公司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因消防安全事宜而被行政

处罚的情形，但若公司未能有效执行消防安全相关要求，将存在被消防处罚的风

险。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部分经营场所未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消防

验收，将存在被消防处罚的风险。 

（三）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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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上述租赁房屋不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如出现被行政主

管部门要求停止使用的情形，公司可以迅速找到替代房产，并在 10 日内完成搬

迁，停工、搬迁等费用预计需人民币 15 万元，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与持续

经营。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国标、肖秀萍已承诺：“将尽快敦促公司办理消防验收手

续；如因公司租赁的厂房存在法律瑕疵，导致公司无法继续使用现有厂房，则公

司将暂停使用未完成消防验收的厂房并进行消防整改，以达到符合消防验收的标

准。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为公司寻找其他合适房产作为生产厂房，并保证公司生产

经营的持续稳定，避免可能面临的处罚风险，并愿意就公司因消防验收事项可能

产生的罚款、新厂房租赁费用、设备搬运费用及其他全部衍生费用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条规定，“违反本规定并及时纠正，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公

司已经采购相应的消防设备，并选定消防建设机构进行消防工程建设，尽快完成

消防工程建设及消防验收。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注册地可用于租赁的厂房较多，因此即使出现因未

通过消防验收无法继续使用现有厂房的情况，也能租用其他厂房进行生产，且公

司生产设备较易于搬迁，因此即使更换厂房，也能在较短时间内投入生产，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严重影响。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将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本次挂牌产生实

质性障碍。 

（四）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

措施及其有效性。 

根据河源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出具《证明》，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在该局没有生产安全事故及违法记录。公

司已经采购相应的消防设备，并选定消防建设机构进行消防工程建设，尽快完成

消防验收。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国标、肖秀萍承诺将督促公司尽快完成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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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工作，并就公司因消防验收事项可能产生的罚款、新厂房租赁费用、设备搬

运费用及其他全部衍生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外，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配置了消防配套设施，包括办公室消防疏散示意

图、消防拴、消防通道、疏散通道等。另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将把消防管

理工作列入日常工作议程，规定每年不定期举行消防应急救援演练及消防知识培

训；还将安排人员定期检查消防安全，排查消防隐患。 

（五）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报告字号为“亚会

B 审字（2017）1712 号”《审计报告》，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

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中

国裁判文书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信用中国等网站、查阅公司各主

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文件、

个人信用报告及公司的说明，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三条规定

的挂牌条件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报告字号为“亚会

B 审字（2017）1712 号”《审计报告》、报告期内重大业务合同及对公司实际控

制人、相关业务人员的访谈，公司的业务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开展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持续性的交易及相关的事项、活动；公司存有完整的营运记

录包括现金流量凭证、营业收入往来、交易客户、研发费用支出记录、交易文本

等对外开展主营业务的文本、凭证、文件等；股份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无保留意见的报告字号为“亚会 B 审字

（2017）1712 号”《审计报告》；股份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

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此外，根据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火灾及其他消防事故，不存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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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家消防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而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情

形。公司通过完善消防基础设施、配备消防检查人员及负责人日常定期进行消防

检查、开展消防培训等方式强化消防管理，形成了有效降低消防安全风险的措施。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较小。公司实

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将对可能出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二条、第三条“合

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二、公司报告期内减资未通知债权人。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减资

事项是否依法取得债权人确认，有无纠纷或潜在纠纷。请公司补充披露。 

答复： 

本所律师通过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查阅公司的工商档

案、《验资报告》，本次减资的股东会决议、减资通知公告，核查公司本次减资履

行程序如下： 

2016 年 7 月 10 日，鹏翔有限股东会同意鹏翔有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800

万元变更为 1,710 万元，本次注册资本减资部分共 2,090 万元，由河源市金鹏强

实业有限公司减持鹏翔有限股权合计 2,090 万元，减资后，河源市金鹏强实业有

限公司退出鹏翔有限股东会；本次变更事项通过修订公司章程予以确认，并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7 月 10 日，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根据股东会决议事项，修

改了注册资本相关条款。 

2016 年 7 月 14 日，鹏翔有限在《河源日报》刊登了本次减资声明。 

2016 年 9 月 8 日，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核准了此次变更登记，

并向鹏翔有限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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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45 日后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公司在报纸上登载公司减少注册资

本公告的有关证明和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第七十四条规定，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按

照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故鹏翔有限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并

于作出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鹏翔有限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减资，鹏翔有限未履行按规定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以及在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导致债权人

未能充分申报债权，存在程序瑕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债权人合计 48 个，公

司应付款明细表以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的履行情况具体如下： 

客户名称 科目 2016 年 6 月余额 已还款额 2017 年 10 月余额 

佛山市金刚科技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3,076.92 23,076.92 - 

佛山市日森众晖液压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6,502.92 16,502.92 - 

河源市丰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33,742.47 47,128.19 -13,385.72 

河源市高新区创恒电脑科技 应付账款 100.00 100.00 - 

河源市源城区新惠百货店 应付账款 162.00 162.00 - 

河源市恒丰不锈钢型材厂 应付账款 14,365.00 14,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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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5,911.88 5,911.88 - 

深圳市鑫华通螺丝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495.00 495.00 - 

河源市源城区精雕装饰材料经销部 应付账款 150.45 150.45 - 

河源市科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6,520.00 6,520.00 - 

河源市源城区漋鑫五金店 应付账款 2,380.62 2,380.62 - 

东源县日成贸易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86,952.87 86,952.87 - 

河源市源城区三利五金精密件销售

门市 
应付账款 4,418.00 4,418.00 - 

上海三北特钢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41 2.41 -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0.25 0.25 - 

深圳市宏进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671.00 2,671.00 - 

东海县超凡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7,000.32 7,000.32 - 

东莞市同泓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78,810.00 78,810.00 - 

肖添发 应付账款 260.00 260.00 -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晶体

科技分公司 
应付账款 239.32 239.32 - 

株洲天成金属激光高科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7,500.00 7,500.00 - 

大连普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应付账款 13,950.00 13,950.00 - 

广州国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0,000.00 10,000.00 - 

河源诚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应付账款 16,090.00 16,090.00 - 

河源市源城区凯达精雕电脑锣加工

部 
应付账款 11,527.45 -5,654.34 17,1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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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亮 应付账款 40,000.00 40,000.00 - 

上海磐远机械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1,965.81 11,965.81 - 

深圳市诚德来净水器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6.00 6.00 - 

深圳市触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6,240.00 6,240.00 - 

深圳市建联物流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735.00 2,735.00 - 

生宏铸造工业（惠阳）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1,835.53 21,835.53 - 

河源市准捷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420.00 300.00 120.00 

沧州新锐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500.00 - 500.00 

河源市源城区鸿运五金电器店 应付账款 1,308.32 683.04 625.28 

河源市源城区福锐五金商行 应付账款 14,796.56 13,766.56 1,030.00 

河源市佳和气体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8,665.00 7,621.31 1,043.69 

河源市高新区新永兴五金交电行 应付账款 308.00 -824.00 1,132.00 

河源市源城区华源贸易营业部 应付账款 2,960.00 1,518.13 1,441.87 

河源市源城区汉普密封件行 应付账款 4,396.00 2,331.00 2,065.00 

河源市源城区凌格风空压机经营部 应付账款 74,687.83 71,696.39 2,991.44 

河源市源城区祥兴气动液压经营部 应付账款 10,564.30 2,476.86 8,087.44 

上海渊虹超高压水射流技术有限公

司 
应付账款 1,196.58 -8,500.09 9,696.67 

河源市源城区福瑞达金属材料行 应付账款 36,995.66 13,407.88 23,587.78 

东莞市台银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43,141.95 95,382.95 47,759.00 

河源市源城区旭东不锈钢板材批发

商行 
应付账款 24,587.58 -34,058.87 58,6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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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博开电气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31,472.84 -29,077.81 60,550.65 

河源市晖翔精密制品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633,807.17 58,882.03 574,925.14 

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500,000.00 -790,000.00 1,290,000.00 

公司未在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存在一定瑕疵。

鉴于公司是将未实缴的注册资本予以减资，未实质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公

司的偿债能力也未受到影响。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发布了《减资公告》且发布期满

45 日，45 日内未有债权人要求鹏翔有限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

此瑕疵行为不构成公司减资程序的实质性障碍，未损害债权人利益，对公司经营

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为了避免因此瑕疵行为导致潜在纠纷，公司实际控制人李

国标和肖秀萍出具《承诺函》，承诺若因公司减资瑕疵导致债权人向公司提出任

何请求、主张的，实际控制人李国标和肖秀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保障债权人

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说明，减资公告发布期间，公司未收到债务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

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经查阅公司往来款明细表，公司减资时主要债务为应付账

款，根据相关付款凭证，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经清偿了 2016

年 6 月末形成的大部分债务。对于部分尚未清偿的债务，公司已就减资事宜与债

权人进行了确认，债权人确认了减资事宜并同意双方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股份

公司继续履行。 

公司此次减资行为依法履行了内部审议，外部公告以及工商审批程序；公司

此次减资虽未严格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但鉴于公司已发布的减

资公告，且至今未有债权人提出权利要求，实际控制人亦对此已做出承诺，部分

债权人的债务已由公司清偿完毕，其余债权人也对由公司继续履行债务予以确认，

未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减资公告发布至今未出现纠纷或潜在纠纷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减资未按公司法规定通知债权人，不符合公司法

的规定，但鉴于本次减资发布减资公告后法定期限内未有债权人主张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减资公告发布至今未出现纠纷或潜在纠纷情形；且在公司股改后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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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债权人的确认；故该次减资瑕疵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三、公司从事高压水枪切割设备生产。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产品

生产、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相关许可、资质。 

答复： 

根据鹏翔智造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鹏翔智造目前目前已取得以下业务资

质和许可： 

1. 营业执照 

鹏翔智造目前持有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1600677130229B），营业期限自 2008 年 7 月 28 日至长期。 

2. 业务许可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已获得的业务许可、资质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限 

1 鹏翔有限 
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GR201644001

066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

省国家税务局、广东

省地方税务局 

2019.11.30 

2 鹏翔有限 
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表 
01553385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机关（广东河

源） 

长期 

3 鹏翔有限 
报关单位注册

登记证书 
4416967008 河源海关 长期 

4 鹏翔有限 CE 认证 
No.2Y160705.

HYPDS16 

ENTE 

CERTIFICAZIONE 

MACCHINE 

20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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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鹏翔有限 
广东省污染物

排放许可证 

441600201000

0151 
河源市环境保护局 2019.3.30 

根据公司管理层的访谈及相关法律法规检索，现行法律法规对高压水枪切割

设备生产未有强制性业务资质规定，公司开展高压水枪切割设备生产业务无需取

得政府相关部分的特殊许可。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与其生产

经营相关的全部必要的资质，其业务及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伍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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