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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受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作为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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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为股份公司申请本次挂牌出具了《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

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挂牌并公

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内容，本所律

师就反馈意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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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承诺和声明的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与《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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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反馈问题 2：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

照实际控制人的定义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论述并明确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并说明前述核查事项的核查方式、依据、分析过

程。

回复：

本所律师经核查公司成立以来的工商登记资料，查阅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历

次股东会议表决情况、目前董监高的人选情况，并访谈了公司股东，查阅《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

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六）

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支配、实际支配公司行

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七）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公司的

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挂牌公司控制权：

1、为挂牌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2、可以实际支配挂牌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3、通过实际支配挂牌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

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挂牌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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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京普设立以来的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如下：

公司自成立至 2015 年 5 月，公司股东吴淑宽持有京普有限 100.00%的股权，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5 年 5 月，吴淑宽将其持有公司的 100.00%股权转让给吴英杰，此时，公

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吴英杰。吴淑宽、吴英杰系父子关系，吴英杰未支付对价，

该出资资金来源于吴淑宽先生家庭自有资金。

2017 年 4 月，吴英杰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张道云等人后，张道云出资比例

为 55.225%，吴英杰出资比例为 27.25%，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张道云。

2017 年 8 月，山东京普增加注册资本，此时，张道云持股比例为 52.74%，

吴英杰持股比例为 26.03%，公司控股股东为张道云。

吴淑宽与张道云系夫妻关系，两人未签署夫妻分别财产协议或其他财产安

排；吴淑宽与吴英杰系父子关系，张道云与吴英杰系母子关系，山东京普系由吴

淑宽先生、张道云女士、吴英杰先生以家庭资产投资设立、经营管理，其中张道

云女士持有 44,180,000 股，占山东京普股本总额的 52.74%，为山东京普的控股

股东，吴英杰先生持有 21,800,000 股，占山东京普股本总额的 26.03%，二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本总额的 78.77%；且吴淑宽先生、吴英杰先生自京普有限成立以

来分别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吴英杰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且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道云女士系山东京普的董事，吴淑宽、张道云、吴

英杰三人在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时会充分沟通，能够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决

定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及对董事、非职工监事的选任，能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实际控制公司的发展方向和主导公司的经营管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吴淑宽、张道云、吴英杰三人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

人。

二、反馈问题 3：关于持股平台，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

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方式、事实依据与分析过程：（1）

公司引入两个非法人股东的定价依据；（2）持股平台的合法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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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是否存在争议纠纷和潜在

的争议纠纷；（3）持股平台出资形成、演变及最终清算过程，每一

次变更程序的合法合规性；（4）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

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5）公司与两个非法人股东签署的

协议情况，并请结合两个非法人股东取得公司股权的价格、方式，进

一步核查公司引入两个非法人股东是否与公司存在对赌协议、股权回

购或其他投资安排，若存在，请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情形；（6）公司持股平台的设置是否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中关于股东人数的相关规

定。

回复：

（1）公司引入两个非法人股东的定价依据；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资料、《审计报告》、《山东京普太阳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并访谈了公司股东，了解到：

股份公司阶段，公司原股东王剑、邱发现及新股东沂水泰众、沂水众正向公

司增资，价格为 2元/股。根据山东和信出具的和信审字（2017）第 000512号《审

计报告》，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京普有限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100,214,697.20

元，折合每股净资产为 1.25元。公司股东参考上述审计净资产情况，确定增资

价格为 2元/股，不低于报告期末的每股净资产。

（2）持股平台的合法性，其中的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是

否存在争议纠纷和潜在的争议纠纷；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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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及沂水泰众、沂水众正的工商资料、《合伙协议》、合

伙人对企业出资的银行凭证、《公司股东关于不存在股份代持及潜在纠纷的声

明》、《沂水泰众合伙人关于无代持、纠纷及份额明晰的承诺》、《沂水众正合

伙人关于无代持、纠纷及份额明晰的承诺》，查阅了股转公司《关于<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适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

2）分析过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沂水泰众和沂水众正的情况如下：

①沂水县泰众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7年 8月 3日，

持有沂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3MA3FBKH5X5），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沂水泰众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合伙人性质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关联关系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刘桂升 20.00 5.95 货币 员工、董事会秘书

有限合伙人

孙兴升 30.00 8.93 货币 员工、董事

刘勇 30.00 8.93 货币 前员工

伊斌 20.00 5.95 货币 员工

谭雅 20.00 5.95 货币 前员工谭海杰之女

武玉爱 20.00 5.95 货币 员工

孟凡华 10.00 2.98 货币 员工

马世帅 10.00 2.98 货币 员工

郑连凤 20.00 5.95 货币 员工、监事

郑磊 10.00 2.98 货币 员工

王俊伟 10.00 2.98 货币 员工

吴静 10.00 2.98 货币 员工

吴聪 10.00 2.98 货币 员工

袁田烈 10.00 2.98 货币 员工

刘旗 8.00 2.38 货币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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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磊 6.00 1.79 货币 员工

曹然峰 6.00 1.79 货币 员工

刘宝静 6.00 1.79 货币 员工

李远强 5.00 1.49 货币 员工

张桂娜 5.00 1.49 货币 员工

李文龙 5.00 1.49 货币 员工

刘立伟 5.00 1.49 货币 员工

王玉波 5.00 1.49 货币 员工

谭树磊 5.00 1.49 货币 员工

姚祥霞 5.00 1.49 货币 员工

胡乃武 5.00 1.49 货币 员工

郑培法 4.00 1.19 货币 员工

李靖 4.00 1.19 货币 员工

刘晓 4.00 1.19 货币 员工

季忠超 4.00 1.19 货币 员工

许彦晖 3.00 0.89 货币 员工

马峰 3.00 0.89 货币 员工

耿永强 3.00 0.89 货币 员工

赵新强 2.00 0.60 货币 员工

赵明国 2.00 0.60 货币 员工

申媛媛 2.00 0.60 货币 员工

赵文静 2.00 0.60 货币 员工

褚东升 2.00 0.60 货币 员工

张成好 2.00 0.60 货币 员工

谭杰 1.00 0.30 货币 员工

宋晓彬 1.00 0.30 货币 员工

王钦正 1.00 0.30 货币 员工

合 计 336.00 100.00 — —

经本所律师核查，沂水泰众是以单纯持有公司股份为目的设立的合伙企业，

没有其他实际的经营，且合伙人为山东京普的高管、重要员工、前员工或前员工

近亲属，其中，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桂升持合伙企业 5.95%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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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孙兴升、监事郑连凤为沂水泰众有限合伙人其设立时的

全部资金均来源于各合伙人的自有资金，未通过公开、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

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自成立以来从未从事私募

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私募投资基金业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沂水县泰众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关于无代持、纠纷

及份额明晰的承诺》：

“本人作为沂水县泰众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

伙企业）的合伙人，现就下列事实进行承诺：

1、本人所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全部为本人自己出资，全部出资的来源为本

人合法所有。

2、本人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代为出资持有合伙企业份额，也不存在委托他

人代为出资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情形。

3、本人所持有的合伙企业出资份额权属明晰，不存在任何的争议、纠纷、

第三方权利，也不存在其他潜在的争议、纠纷或即将出现的第三方权利。

上述承诺属于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若因出资存在代持情况，或任何争议纠

纷及第三方权利产生的相关法律风险和不利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②沂水县众正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7年 8月 3日，

持有沂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3MA3FBKFL88），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沂水众正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合伙人性质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关联关系

执行事务合

伙人
朱文龙 23.00 8.01 货币 员工、监事会主席

有限合伙人
鞠方爱 50.00 17.42 货币 前员工

黄孝莹 40.00 13.94 货币 前员工孙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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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智 30.00 10.45 货币 员工孙兴升之兄

李春华 25.00 8.71 货币 前员工

王传豹 20.00 6.97 货币 员工

王田利 16.00 5.57 货币 员工

王子陆 15.00 5.23 货币 员工

高百川 12.00 4.18 货币 员工

田宝江 10.00 3.48 货币 员工

顾军 10.00 3.48 货币 员工朱文龙之亲属

刘家豪 10.00 3.48 货币 吴淑宽朋友刘继伟之子

王世亮 10.00 3.48 货币 前员工王伟峰之父

范冰冰 3.00 1.05 货币 员工

张树峰 2.00 0.70 货币 员工

张在华 2.00 0.70 货币 员工

孙树山 2.00 0.70 货币 员工

王爱花 2.00 0.70 货币 员工

董健 2.00 0.70 货币 员工

李林 2.00 0.70 货币 员工

刘达 1.00 0.35 货币 员工

合 计 287.00 100.00 —

经本所律师核查，沂水众正是以单纯持有公司股份为目的设立的合伙企业，

没有其他实际的经营，且合伙人为山东京普的高管、重要员工、前员工或前员工

亲朋好友，其中，公司监事会主席朱文龙持合伙企业 8.01%的合伙份额，并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其设立时的全部资金均来源于各合伙人的自有资金，未通过公

开、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自成立以来从未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私募投资基金业务，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沂水县众正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关于无代持、纠纷

及份额明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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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作为沂水县众正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

伙企业）的合伙人，现就下列事实进行承诺：

1、本人所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全部为本人自己出资，全部出资的来源为本

人合法所有。

2、本人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代为出资持有合伙企业份额，也不存在委托他

人代为出资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情形。

3、本人所持有的合伙企业出资份额权属明晰，不存在任何的争议、纠纷、

第三方权利，也不存在其他潜在的争议、纠纷或即将出现的第三方权利。

上述承诺属于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若因出资存在代持情况，或任何争议纠

纷及第三方权利产生的相关法律风险和不利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持股平台合法，无代持情形，不存在争议纠纷和

潜在的争议纠纷，其中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桂升为沂水泰众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董

事孙兴升、监事郑连凤为沂水泰众的有限合伙人，公司监事会主席朱文龙为沂水

众正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3）持股平台出资形成、演变及最终清算过程，每一次变更程序的合法合

规性；

1）尽调过程及事实依据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及沂水泰众、沂水众正的工商资料、《合伙协议》、合

伙人对企业出资的银行凭证、《公司股东关于不存在股份代持及潜在纠纷的声

明》、《沂水泰众合伙人关于无代持、纠纷及份额明晰的承诺》、《沂水众正合

伙人关于无代持、纠纷及份额明晰的承诺》，查阅了股转公司《关于<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适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

2）分析过程

①沂水泰众、沂水众正持有有限公司的股权来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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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3日，山东京普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以下决议：申请增加注册资本 376.50万元，由王剑、邱发现、沂水泰众、

沂水众正 4名股东以每股 2.00元的价格认购，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8,376.50万元。

2017年 8月 11日，山东中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中鲁会验字[2017]

第 011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山东京普收到四名股东缴纳的出资款合计

753.00万元，其中 376.50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376.50万元计入公司资

本公积，此次出资均为货币出资。

根据《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适用有关问题

的通知》，对于拟挂牌公司在股份公司阶段，持股平台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股

份公司股份的情形，没有任何限制性要求。

②沂水泰众：

2017年 8月 1日，刘桂升、孙兴升等 42名自然人签订《合伙协议》及《合

伙企业出资额确认书》，设立沂水县泰众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2017 年 8 月 3 日，沂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71323MA3FBKH5X5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沂水泰众合法设立，未发生过工商变更程

序。

③沂水众正：

2017年 8月 1日，朱文龙、王田利等 21名自然人签订《合伙协议》及《合

伙企业出资额确认书》，设立沂水县众正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2017 年 8 月 3 日，沂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371323MA3FBKFL88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沂水众正合法设立，未发生过工商变更程

序。

3）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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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两个持股平台经沂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合法设立，

成立时间较短，未发生工商变更，除投资山东京普外，并不从事其他投资活动。

上述持股平台出资形成、演变程序合法合规；持股平台无需清理。

（4）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如前所述，公司持股平台合法，无代持情形，不存在争议纠纷和潜在的争议

纠纷。持股平台出资形成、演变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

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5）公司与两个非法人股东签署的协议情况，并请结合两个非法人股东取

得公司股权的价格、方式，进一步核查公司引入两个非法人股东是否与公司存

在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或其他投资安排，若存在，请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损害

公司、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情形；

1）核查程序

查阅公司股东名册、沂水泰众、沂水众正的工商登记备案资料、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等方式，核查公司引入非法人股东是否与公司存在对赌协议、

股权回购或其他投资安排、非法人股东及公司共同出具关于不存在对赌协议、股

权回购或其他投资安排的承诺函。

2）事实依据

公司股东名册、非法人股东企业的工商登记备案资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关于不存在对赌协

议、股权回购或其他投资安排的承诺函。

3）分析过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增资的新股东沂水泰众、沂水众正与公司原股东

王剑、邱发现，增资价格参考山东和信出具的和信审字（2017）第 000512号《审

计报告》2017年 4月 30日基准日的审计值，按 2元/股的价格增资，增资价格未

低于 2017年 4月 30日的每股净资产，该次增资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并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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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京普与王剑、邱发现、沂水泰众、沂水众正签署的《山东京普太阳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中与公司不存在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或其他投资安排，

除此以外，山东京普没有与沂水泰众、沂水众正签订其他协议，亦不存在其他投

资收回安排。非法人股东沂水泰众、沂水众正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签

订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或含有特殊约定的协议。

4）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与非法人股东沂水泰众、

沂水众正签订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或其他投资安排。

（6）公司持股平台的设置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

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

中关于股东人数的相关规定。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相关规定，股份公司股权结构

中存在工会代持、职工持股会代持、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股份代持关系，或者

存在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股的安排以致实际股东超过 200人的，在依据本指

引申请行政许可时，应当已经将代持股份还原至实际股东、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

持股，并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现股东为张道云等 12名自然人股东与沂水泰众、沂水众正 2家非法人企业股

东。沂水泰众作为持股平台，其股东包括刘桂升、孙兴升等 42名自然人；沂水

众正作为持股平台，其股东包括朱文龙、王田利等 21名自然人。且根据公司现

有股东出具的声明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代持安排（包括但不

限于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方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将持股平台沂水泰众、沂水众正间接持股股东穿透计算

后的股东人数共计 75名，不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

核指引》中关于股东人数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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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馈问题 4：关于实物出资，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

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实物出资的具体内容，与公司生产经

营的关联性，权属转移情况，使用和处置情况；（2）实物出资的合

法合规性；（3）实物出资定价的公允性、评估增值率，请申报会计

师就上述实物出资入账价值合理性、价格公允性，目前是否存在减值

等情形发表意见；（4）出资的真实性、充实性，是否存在出资不实、

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回复：

（1）实物出资的具体内容，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关联性，权属转移情况，使

用和处置情况；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的工商资料、股东书面决定、评估报告、验资报告、

实物清单及发票、资产出资移交清单，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并实地核查用以出

资的实物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关联性、权属转移情况、使用和处置情况。

公司历史上共存在 2次实物出资，分别是公司 2006年 9月设立时实物出资

200.00万元和 2013年 1月增资时实物出资 1,9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次实物出资 200.00万元

2006年 9月 29日，京普有限由自然人股东吴淑宽出资设立。京普有限设立

时，注册资本 300.00万元，实收资本 300.00万元。股东吴淑宽以货币出资 100.00

万元，以实物出资 200.00万元。

公司股东吴淑宽于 2006年 9月以其自有资金购买的 10台冲床、8台缝焊机

等实物资产，经评估后向京普有限出资 200.00万元。经本所律师核查，吴淑宽

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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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账面原值

冲床 16T 台 10 1,178,000.00

缝焊机 FN-75-2 台 8 831,250.00

合 计 2,009,250.00

①为了解上述实物资产截至目前的使用状态，本所律师进行了现场核查，并

对吴淑宽进行了访谈，通过现场核查与访谈，我们得知：冲床和缝焊机都是太阳

能热水器生产所需要的设备。

②本所律师核查了关于上述实物出资的内部决议及工商备案登记文件、临沂

阳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出具临会评报字（2006）第 1-20号《资产评估报告》、

临阳事验字（2006）第 1-30号《验资报告》、吴淑宽购买冲床、缝焊机时所取

得的发票、《固定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资产出资移交清单》，了解到：

2006年 9月 28日，临沂阳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吴淑宽拟投入的实物

资产出具临会评报字（2006）第 1-20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吴淑宽用于对外

投资的实物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方法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基准日为 2006

年 9月 25日，截至评估基准日，吴淑宽拟用于出资组建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的机器设备评估原值为 2,115,000.00元，评估净值为 2,009,250.00元。

2006年 9月 28日，临沂阳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临阳事验字（2006）

第 1-30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06年 9月 28日止，贵公司（筹）

已收到吴淑宽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吴淑宽实际

以货币出资 100.00万元、实物出资 200.00万元。

2006年 9月 28日，吴淑宽与京普有限签订《资产出资移交清单》，吴淑宽

将 10台冲床、8台缝焊机的产权转移给京普有限，真实有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资产仍在公司太阳能热水器生产车

间，用于公司生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吴淑宽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属于其个人财产，权属

清晰，不存在瑕疵。上述实物资产的权属已经转给公司，吴淑宽持有公司的股权

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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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实物出资 1,900.00万元

2013 年 1 月 8 日，公司股东吴淑宽作出书面决定：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由吴淑宽以货币认缴 100.00万元，以实物认缴 1,900.00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吴淑宽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账面原值

超声波焊机 台 1 655,450.00

激光焊接机 ZR300SA 台 1 1,050,000.00

拉杆成型线 套 2 310,000.00

静电粉末喷涂线 PT-2500 套 1 1,856,000.00

高频炉 台 1 288,000.00

真空管镀膜机
SCS-1030Z/6

0
台 3 1,635,000.00

液氧罐 台 1 232,000.00

高压发泡机
ECOPLUS10

0
台 1 1,584,500.00

全自动清洗机 台 1 125,000.00

内管圆头 宗 1 130,000.00

全自动结尾机 台 1 100,000.00

真空排气台 台 14 1,106,000.00

空压式全自动滚筋机 台 2 360,000.00

数控冲床 JTSSK-S30 台 2 1,374,000.00

数控锁口机 3000 台 1 487,500.00

内外胆传输机 12米 台 1 460,000.00

打标机 台 1 325,000.00

水箱包装打包及清理线 条 1 584,500.00

清洗包装线 条 1 385,800.00

数控反边机 台 4 1,800,000.00

数控矫平机 台 1 200,000.00

数控开平机 台 1 458,000.00

数控合缝机 YD-2800 台 1 492,800.00

水处理设备 台 1 2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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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直缝焊接机 台 2 460,000.00

行车 10T 台 2 311,200.00

丝网印刷机 台 1 787,000.00

太阳选择性吸收涂层仪

表
宗 1 585,000.00

全自动双头四轮封口机 4米 台 1 460,000.00

真空管封口机 台 2 194,000.00

合 计 54 19,048,750.00

①为了解上述实物资产截至目前的使用状态，本所律师进行了现场核查，并

对吴淑宽进行了访谈，我们得知：上述设备均应用于公司太阳能热水器生产，每

年都正常保养、运转良好，目前均存放于公司生产车间现场用于太阳能集热系统

产品的生产。

②本所律师核查了关于上述实物出资的内部决议及工商备案登记文件、临沂

金桥通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临金评验字[2013]第 02 号《资产评估报告》、山

东舜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舜兴会验字[2013]第 0009号《验资报告》、吴淑宽

购买机器设备时所取得的发票、《固定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资产出资移交

清单》，了解到：

2013年 1月 7日，临沂金桥通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吴淑宽拟投入的实物资

产出具临金评验字[2013]第 02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吴淑宽用于对外投资的

实物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方法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1

月 6 日，截至评估基准日，吴淑宽拟用于出资的机器设备评估原值为

19,048,750.00元，评估净值为 19,048,750.00元。

2013 年 1 月 8日，山东舜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舜兴会验字[2013]第 0009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3年 1月 8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东缴

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0.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100.00 万元、实

物出资 1,900.00万元。

2013年 1月 7日，吴淑宽与京普有限签订《资产出资移交清单》，吴淑宽

将前述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的产权转移给京普有限，真实有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资产均在公司正常使用。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法律意见书

17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实物出资均系公司生产运营中必备的设备，

与公司生产运营直接相关，上述实物均办理了权属转移，权属转移程序合法合规，

且均正常使用，不存在处置情形。

（2）实物出资的合法合规性

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查阅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工商资料及相关法律法规，

核查公司历史上以实物出资的合法合规性，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

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

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

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财企[2009]46号《关于加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第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一）投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二）在验资或申请工商登记时，验资机构或投资人发现用作出资的非货币

财产与评估基准日时的资产状态、使用方式、市场环境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或

者由于评估假设已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事项。”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增资过程中存在股东以实物资产对公司进行出资的情

形，股东出资形式、出资比例均符合当时《公司法》的规定，不存在非货币出资

比例超限制，非货币出资价值显著低于章程规定价值、非货币出资未办理过户的

情形。

公司历史上的 2次实物权属清晰，不存在潜在的纠纷；出资价值合理，与公

司生产经营具有关联性，相应所有权已转移至公司；均履行评估、验资、产权转

移及工商变更程序，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两次实物出资资履行了内部审批、权属转移、资产评估、验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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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实物出资合法合规。

（3）实物出资定价的公允性、评估增值率，请申报会计师就上述实物出资

入账价值合理性、价格公允性，目前是否存在减值等情形发表意见；

上述用于出资的实物为太阳能集热系统生产所需设备，该设备主要用于太阳

能集热系统生产，是保障公司生产的重要设备，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综合考虑

出资实物的实际使用价值、购置时间、成新率等因素，认定上述用于出资的机械

设备价值 200.93万元、1,904.88万元，实物出资定价公允，不存在评估增值。

（4）出资的真实性、充实性，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所律师针对实物出资的真实性、充实性以及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向关联方

输送利益等情况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获取历次实物出资的股东会等相关内部决议；

2）查看历次实物出资交接单；

3）查看历次实物出资评估报告、验资报告等第三方相关文件；

4）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分析实物出资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关联性；

5）实地查看公司实物出资相关设备；

6）对公司股东进行了访谈；

7）查看公司主管工商局出具的无违规证明。

公司成立时的实物出资，临沂阳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吴淑宽拟投入的

实物资产出具临会评报字（2006）第 1-20号《资产评估报告》，2006年 9月 28

日，临沂阳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临阳事验字（2006）第 1-30号《验资

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06年 9月 28日止，贵公司（筹）已收到吴淑宽缴

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吴淑宽实际以货币出资 100.00

万元、实物出资 200.00万元。2006年 9月 29日，沂水县工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7132322801012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法律意见书

19

公司第二次实物出资，临沂金桥通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本次实物出资进行评

估，并出具临金评验字[2013]第 02号《资产评估报告》。2013年 1月 8日，山

东舜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舜兴会验字[2013]第 0009号《验资报告》审验：截

至 2013 年 1 月 8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0.00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100.00万元、实物出资 1,900.00万元。2013年 1

月 10日，沂水县工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历次实物出资真实、充实，不存在出资不实等情

形，亦不存在通过实物出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反馈问题 5：关于合作研发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

查公司与合作方合作期限，合作研发的相关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及

利益分配方式、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情况（如有），合作研发对

公司核心技术的贡献情况以及公司在技术上是否对合作研发单位存

在依赖，如在技术上存在对第三方的依赖，分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因

此遭受的影响。

回复：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与合作研发机构签订的相关协议文件，考察公司的研

发流程及技术服务流程，对公司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公司专

利权证书相关资料文件，调查公司的研发基本情况，包括且不限于研发机构的部

门设置情况、研发人员数量和构成、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情况、研发支出的具

体情况、研发项目与成果等。

（2）分析过程

1）合作期限

经核查，公司先后与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齐鲁工业大学推动产学研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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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 日与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签订《产学研合作战略

框架协议书》，合作期限 5年，目前已执行完毕；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与齐

鲁工业大学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书》，合作期限 5年。

2）合作研发的相关成果

合作研发期间，公司与合作单位未取得相关成果。

3）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利益分配方式、纠纷解决机制

公司目前与合作研发单位签订的协议均为合作框架协议，未约定知识产权的

归属及利益分配方式、纠纷解决机制。双方对于具体研发项目，协商签订更加具

体的合作协议。

4）合作研发对公司核心技术的贡献情况以及公司在技术上是否对合作研发

单位存在依赖情况

公司自有技术研发团队的创新是公司核心技术的主要取得方式。公司设有专

门的研发部，拥有高素质的核心技术研发、设备革新及技术服务人才，知识结构

合理、专业技术水平高、自主开发能力和服务能力强，人员工作状态较为稳定，

根据生产经营过程中创新方案及公司客户反馈的问题，参与方案的论证和实施。

目前公司已取得的 2 项发明专利、13 项实用新型专利及 2 项外观设计专利，均

为通过自主研发而原始取得。现阶段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仅作为公司技术研发的补

充，公司不存在对合作研发机构的技术依赖情形。

（3）结论性意见

公司以“产学研结合”的方式，积极和行业内知名院校的专家、教授合作，

先后与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齐鲁工业大学推动产学研战略合作。合作期内，

未能形成有效的研发成果，未出现纠纷情形，合作研发对公司核心技术的贡献度

较小，公司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自身高素质研发团队的创新，不存在对合作研发

单位的依赖情形。

五、反馈问题 6：关于公司使用的技术及持有的知识产权。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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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下列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使用的

技术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的相应

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2）公司持有的专利及申请中的专利是否存

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竞业禁止

问题。另据申报资料显示，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请结合研发投入、

收入、研发人员等情况核查公司申请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所存

在的风险。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调取了公司提供的相关专利权证书及技术材料，同时检索国家知识

产权局网站的专利检索与查询系统，实地考察公司的研发流程及技术服务流程，

对公司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并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示信息。

（2）分析过程

1）公司使用的技术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公

司的相应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

①公司使用技术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公司重视产品技术研发与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相关产品与工

艺已相对成熟，目前公司使用的主要核心技术情况如下：

A.太阳能壁挂水箱双效防腐技术

公司运用镁棒（又称阳极棒）的金属活性比较高的特性，避免对水箱进行腐

蚀；同时采用化学原理形成原电池特殊技术，既保护内胆，也保护加热管。该技

术充分利用这一原理，在水箱两端各放置一根镁棒，使水箱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

从而延长了太阳能热水器水箱的使用寿命。公司依据该工艺已申请获得两项专利

技术：一种高效防腐太阳能壁挂水箱（专利号：ZL201220234886.2）、一种专为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法律意见书

22

儿童设计的太阳能热水器（专利号：ZL201120276895.3）。

B.太阳能热水器防雾气技术

公司采用了在太阳能集热管外侧的玻璃本体上设置了太阳能光致热层的技

术手段，即使隔热层是处于非真空状态下的气态保温层，但在所述太阳能集热管

吸收太阳能并与其管中的液体进行热交换的同时，所述玻璃本体上的太阳能光致

热层也同样能够吸收太阳能，并加热所述玻璃本体使其温度上升；设置隔热层，

一方面，防止了气态保温层中水分子在所述玻璃本体内表面凝结出现雾气，另一

方面，温度的升高也蒸发了凝结在所述玻璃本体内表面上的雾气，增强了集热效

果。公司依据该工艺已申请获得专利技术：一种防雾气平板太阳能集热器（专利

号：ZL201220227961.2）。

C.太阳能与燃气壁挂炉复合采暖技术

公司采用全新高效制热系统，优化的系统设计，运行更平稳，系统更稳定；

产品设计可自主调节室内温度，不受其他住户的影响，能自主控制每天的热水辅

助采暖时间，分区段、分时段运行。该技术已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科

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证书号：鲁科成鉴字（2012）第 661号）。

D.太阳能水箱内胆免焊接技术

公司采用的免焊接技术可使太阳能水箱内胆“免维护”，延长了太阳能热水

器的使用寿命。与焊接工艺相比，该技术不会对不锈钢材质表面造成损坏，使内

胆抗腐蚀能力强，使用寿命延长，同时耐高温密封胶可使内胆的密封性大大提高。

该技术获得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新产品新技术鉴定验收证书”（证

书号：鲁经信技鉴字（2013）第 538号）。

E.背板自动压合技术

公司运用背板自动压合机通过传感装置对集热器自动定位，通过悬伸量的往

复运动完成集热器的铝合金边框与背板自动压合，工效提高 300%；实现无点连

接，密封性显著。公司依据该工艺已申请获得专利技术：一种太阳能集热器背板

自动压合机（专利号：ZL2013202876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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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承压式搪瓷内胆水箱生产技术

公司采用先进的“自熔对接焊”工艺，结合焊缝探伤检测，焊接更牢固，内

外光滑平整；产品运用独特的“内舱缓压”设计，较同类产品增加了集成压力缓

冲舱，有效化解高温、高压造成的内压，缓解内压冲击；内胆端盖采用弧弓设计，

无限接近半球形应力结构，可承受 30万次脉冲实验，承压、抗压、耐冲击、抗

疲劳能力更强，远超越国家标准。公司依据该工艺已申请获得专利技术：一种太

阳能搪瓷内胆与夹套焊接定位装置（专利号：201420299022.8）。

G.双能复合发电供热水系统技术

公司光伏光热复合发电供热水系统技术，采用平板设计，系国内首创的专利

技术，原理是将集热器的黑色吸热层替换成蓝色电池片，实现光电光热同时应用，

双能高效，该技术使得集热器在集热的同时增加了发电功能，常规集热板功率为

416瓦，年发电量可达 600多度，而其发电系统独立运行，由蓄电池储电并稳定

电压，发电只用于空气净化器的运行及阴雨天太阳能水箱加热，目前该项技术可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公司依据该工艺已申请获得专利技术：一种光伏光热复合发

电供热水系统（专利号：201620735965.X）。

综上，公司使用的技术已申请获得专利权或通过主管部门认证，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②经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专利检索与查询系统，并查询中国裁判文书

网等公示信息，公司不存在因使用的技术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的情形。

③公司的相应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

为保证公司核心技术权益，保持公司技术先进性，公司采取如下措施：

A.公司依托自身研发中心已建立了先进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制定了研

发投入核算体系管理制度、研发人员绩效考核奖励办法等，为公司管理层和核心

技术人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个人利益与公司未来发展紧密联系，保证技

术研发团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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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规范企业管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企业特有的

价值观和企业精神；完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为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创造良好

的工作环境；

C.实时对核心技术进行跟踪并提交专利权申请，从法律上保证公司的核心技

术权益。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使用的技术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公司持有的专利及申请中的专利是否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竞业禁止问题

①公司持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取得

方式

1
一种搪瓷内胆夹套

缩口装置
发明 201510476624.5 2015.08.06 山东京普

吴淑宽、邱发现、

齐共杰

原始

取得

2
一种搪瓷内胆内环

缝磨削装置
发明 201510462715.3 2015.08.01 山东京普

吴淑宽、张浩然、

刘硕、郭咏沂、

邱发现、齐共杰

原始

取得

3
一种搪瓷内胆浮动

式自动环焊装置

实用

新型
201520568700.0 2015.08.01 山东京普

吴淑宽、邱发现、

齐共杰

原始

取得

4
一种太阳能-燃气壁

挂炉复合采暖系统

实用

新型
201320570943.9 2013.09.05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5
一种太阳能集热器

背板自动压合机

实用

新型
201320287683.4 2013.05.16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6
一种高效防腐

太阳能壁挂水箱

实用

新型
201220234886.2 2012.05.14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7
一种防雾气平板

太阳能集热器

实用

新型
201220227961.2 2012.05.10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8
新型防腐平板

太阳能板芯

实用

新型
201220057545.2 2012.02.10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9
一种太阳能供暖与

热水系统

实用

新型
201220057551.8 2012.02.10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10
一种专为儿童设计

的太阳能热水器

实用

新型
201120276895.3 2011.07.21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11 一种太阳能饮水机
实用

新型
201120253743.1 2011.07.19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12 一种底部盘管储水 实用 201620740881.5 2016.07.14 山东京普 吴淑宽、刘桂升、 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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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新型 李文龙 取得

13
一种储水式热水器

防混水装置

实用

新型
201620740624.1 2016.07.14 山东京普

吴淑宽、刘桂升、

李文龙

原始

取得

14
一种光伏光热复合

发电供热水系统

实用

新型
201620735965.x 2016.07.08 山东京普 窦新文

原始

取得

15
一种太阳能光电复

合烘干系统

实用

新型
201620742258.3 2016.07.15 山东京普

刘桂升、李文龙、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16 储水式电热水器
外观

设计
201630322917.3 2016.07.14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17 太阳能集热模块
外观

设计
2013304475504 2013.09.04 山东京普 吴淑宽

原始

取得

②公司申请中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人 申请号 申请日 发明人 目前状态

1
一种壁挂太阳能热

水水器导热舱
发明 京普有限

20171037
93028

2017.5.
25

吴英杰、刘

桂升

等待实质

提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专利技术均系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方式原始取得，发明

人均系公司员工，不存在属于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形，无

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规定或与违背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

在因侵犯原任职单位商业秘密、技术、知识产权等而产生纠纷、潜在纠纷的情形。

3）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所存在的风险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0日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经核查

公司员工花名册、知识产权证书、审计报告，并与公司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访

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拥有 2项发明专利、13项实用新

型专利和 2项外观设计专利；公司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人员包括

研发部 18人及生产部 4人、质检部 1人共为 23人，占职工总数的 10.55%，不

低于 10%；2015年、2016年研发费用分别为 3,264,123.24元、3,871,022.52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78%、4.12%，均不低于 4%，满足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标准；2017年 1-4月份，公司研发费用为 2,739,441.32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 1.63%，比重较低的原因主要是 2017 年 1-4 月份公司光伏发电系统收入大额

增长，研发费投入虽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体增速与营业收入有较大差距，公司存

在因 2017 年度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不足 3%而导致的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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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复审风险。另因山东京普实际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 25%，未来公司无法通过高

薪技术企业资质复审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使用的技术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无纠纷或

潜在纠纷；公司持有的专利技术及申请中的专利不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不

会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无竞业禁止问题；由于公司 2017年公司收入大幅提高，

虽研发投入有所增加，但占营业收入比例仍大幅下降，存在研发费占比无法满足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风险。另因山东京普实际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 25%，未

来公司无法通过高薪技术企业资质复审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反馈问题 7：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对公司使用的土地使用权、

地上建筑物进行系统梳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对其取得及

使用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存在权属不清晰、权

证不齐备、使用不符合规定用途等事项，前述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若存在，则目前公司规范或解决的具体进展及是否存在障碍；前述土

地、建筑物上设立他项权的，请结合公司或其他债务人资产和财务状

况分析他项权人行权的可能性，及对公司资产、财务和经营的影响。

请公司对前述事项补充披露。

回复：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土地使用权证书、购置合同、支付凭证、完税凭证等权

属证明文件，重新梳理了公司的土地使用情况；查阅了房屋所有权证书、购置合

同、支付凭证、完税凭证等权属证明文件，重新梳理了公司的房屋使用情况；抽

取查阅了其他资产设施的固定资产情况、购置合同、支付凭证等权属证明文件；

对公司土地及房产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查阅了山东和信出具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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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审字（2017）第 000512号）和山东中元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鲁中元评报字（2017）第 151号）；检索了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等公开网站，并对公司有关管理层人员进行了访谈。

（2）分析过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 4

宗、房屋建筑物 2处。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 4宗土地使用权系购入取得，

权属清晰、不存在潜在纠纷，2处自建取得的房产，产权清晰，亦不存在潜在纠

纷。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情况如下：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 4宗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证编号 土地坐落

使用权面

积（㎡）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使用权

人

权利

限制

1
沂国用

（2013）第

284号

县城区城阳一

路以北，长安

南路以东

28,420.00 出让
2061年 9月

22日
京普有

限

本公司

抵押

2
沂国用

（2013）第

283号

东一环路以

西，城阳一路

以北

8,676.00 出让
2062年 12
月 28日

京普有

限

本公司

抵押

3
沂国用

（2015）第

495号

县城区城阳一

路以北，东一

环路以西

7,592.00 出让
2055年 6月

9日
京普有

限

本公司

抵押

4

鲁（2017）
沂水县不动

产权第

0000191号

县城东一环路

以西、城阳一

路以北

12,577.00 出让
2056年 7月

10日
京普有

限
—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土地使用权证书登记的使用权人为京普有限，有关

土地使用权人变更尚在办理过程中。鉴于山东京普系由京普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土地由山东京普依法承继，不存在权属纠纷。

根据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估价报告书》、

支付凭证、土地契税和印花税的完税凭证和每年支付的土地使用税等的完税凭证

以及《土地使用权证书》，上述土地使用权均为出让所得，产权权属清晰，权证

齐备，使用符合规定用途，取得手续合法合规，不存在被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

目前 3块土地处于抵押的权属限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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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 2处自建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面积（㎡） 坐落 房屋所有权人 权利限制

1
沂房权证沂房字

第 024228号
34,386.90

沂水县城阳一路

C00990号 1号楼 2
号楼 3号楼 4号楼

京普有限
本公司抵

押

2
鲁（2017）沂水县

不动产权第

0000191号
10,086.95

县城东一环路以西、

城阳一路以北
京普有限 —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房屋产权证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京普有限，有关房

屋所有权人变更正在办理过程中。鉴于山东京普系由京普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上述房产由山东京普依法承继，不存在权属纠纷。

根据公司提供的房屋建设相关文件、《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述房产所有权

均为自建所得，产权权属清晰，权证齐备，使用符合规定用途，建设手续合法合

规，不存在被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目前 1处房屋处于抵押的权属限制状态。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取得及使用土地、建筑物使用权、所有权的过程中

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建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司对以上土地、房屋

所有权的取得、拥有和使用过程合法合规。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所依法拥有权属

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中有 3块土地（沂国用（2013）第 284 号、沂国用（2013）

第 283 号、沂国用（2015）第 495 号）和 1宗房产（沂房权证沂房字第 024228

号）设置了他项权证，处于抵押状态，具体抵押情况如下：

抵押人 抵押权人 抵押金额（万元） 抵押期限 抵押物

京普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沂水支行

2,800.00
2015.11.14至
2018.11.19

沂房权证沂房字第

024228 号房产以及沂国

用（2013）第 283 号、沂

国用（2013）第 284 号、

沂国用（2015）第 495 号

土地使用权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沂水支行签订编号为 2015 年沂水（抵）字 0061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公

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沂国用（2013）第 284 号、沂国用（2013）第 283 号、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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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用（2015）第 495 号）用于抵押，该抵押已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并取得编号为

沂房他证沂水县字第 22251044 号《房屋他项权证》。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沂水支行签订编号为 2015 年沂水（抵）字 0061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公

司拥有的房权证沂房权证沂房字第 024228 号房产用于抵押，该抵押已办理不动

产抵押登记并取得沂房他证沂水县字第 22251044 号《房屋他项权证》。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房屋所有权、房产用于抵押贷款融资，主要系公

司发展过程中对资金需求量较大，固定资产投资较多。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并合

理利用财务杠杆，盘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公司与银行达成合作，将部分房

产和土地使用权用于抵押贷款，有效缓解了公司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问题。根据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以上土地使用权、房产用于抵押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相关手

续，符合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及外部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等抵押融资行为属于

正常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常见行为，不存在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风险、财务风险，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山东京普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5.10%、47.39%、

86.05%，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资产负债率较低，报告期末公司因预收账款和货

币资金同时增加，负债陡增，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连续大幅升高。公司目前经营

状况良好，财务杠杆下降到合理水平，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状况稳健，具备较好的

融资能力、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且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抵押合

同项下的贷款余额为 0元，他项权人行权可能性较小。（3）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权属清晰、

权证齐备、使用符合规定用途。公司存在土地和房产抵押贷款融资的情况，但抵

押融资过程手续齐备、合法合规，不存在权属不清或重大风险的情况，抵押融资

有效解决了公司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发展。公司取得及

使用土地、建筑物使用权、所有权的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建筑管理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司对以上土地、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拥有和使用过程合法

合规。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杠杆下降到合理水平，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状

况稳健，具备较好的融资能力、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他项权人行权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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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抵押融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资产、财务和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七、反馈问题 8：关于临时用工，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

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与临时工签订劳务合同，与

非全日制劳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前述合同是否合法合规；（2）公

司用工行为是否存在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及用工合同的纠纷；（3）

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解决措施及可执行性。

（1）公司是否与临时工签订劳务合同，与非全日制劳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前述合同是否合法合规；

报告期内，山东京普存在临时用工的情形，尤其是 2016年 10月份以后。由

于公司于 2016年中标了阳光富民 6.51亿元的沂水县光伏扶贫工程一期项目，该

项目业务规模较大，且客户要求的工期较为紧张，若单独由公司技术人员负责安

装将无法满足客户的工期要求；而临时工经过培训之后能够提供基础的安装服

务，且能满足客户需求，因此公司选择雇佣临时工。上述事项符合光伏安装业务

的实际需求及现状。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与临时工建立雇佣关系。

公司与上述临时用工之间的关系属于雇佣关系，非劳动合同关系，不受《劳动合

同法》调整，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合同

法》等法律规定，遵从雇佣关系主体意思自治。根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

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公司与临时工签署

书面劳务合同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用工行为是否存在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及用工合同的纠纷；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为临时工提供了开展辅助性作业的基

础条件，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雇佣酬劳，公司不存在因临时用工问题引起的劳

动或经济纠纷、不存在对雇佣人员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存在因劳动用工产生

的重大安全事故等已决或未决的诉讼或者仲裁。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法律意见书

31

根据沂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年 8月出具的《证明》，确认公

司自 2015年 1月 1日至证明出具之日，不存在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

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出具“关于劳动人事的声明与承诺”，且根据中国裁判文

书网、法院公开网及有关政府部门公开网站等公开查询系统的查询记录，确认公

司的劳动用工行为不存在被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及用工合同的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劳动用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被主管部门处罚

的风险及用工合同的纠纷。

（3）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解决措施及可执行性。

根据公司说明，鉴于公司在人员配置上将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公司今后将

逐步减少雇佣临时工进行辅助性岗位的作业，对已雇佣的临时工将统一签订劳务

合同或劳动合同，并安排具有合法劳务外包资质的劳务外包公司进行辅助性作

业。

根据公司提供的《人力资源管理程序》，公司已建立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管理

制度、社会保险的办理制度。

同时公司及实际控制作人已出具书面承诺，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严格规范用工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规范劳动用工的制度具有可执行性。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

受到该局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因临时用工问题引起的劳动或经济纠纷，不存在

对雇佣人员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存在因劳动用工产生的重大安全事故等其他

已决或未决的诉讼或者仲裁。公司劳务用工及临时用工的行为合法合规。

八、反馈问题 9：关于公司的资质问题。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

公司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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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

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

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

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

法行为发表意见。（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若

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

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回复：

（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并对公司业务

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1）核查依据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等网站、《营业执照》、

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相关业务合同、《审计报告》等。

2）核查过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gsxt.saic.gov.cn/）等网站信息及核查育才药包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

《公司章程》、相关业务合同、《审计报告》，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公

司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热水器、壁挂式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

系统、太阳能取暖与制冷系统、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路灯、光伏发

电设备、电热水器、净水器、空气净化器、搪瓷水箱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太

阳能光伏电力设备安装与技术服务；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空气源热泵、水源

热泵、地源热泵、地板采暖热泵、中央空调机组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开展《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 已

取得的相关全部所需的业务资质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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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限

所属

单位

1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5370002

12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5.12.10-
2018.12.9

京普

有限

2 安全生产许可证

鲁 JZ安许证字

[2017]140713
号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

2017.2.17-
2020.2.16

京普

有限

3
中国太阳能热利用工

程设计/施工资质证

书 B级

2017-F-B7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

会、中国节能协会

2017.4.30
2020.4.29

京普

有限

4
承装（修、试）电力

设施许可证
1-6-00122-2016

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

办公室

2016.9.30-2
022.9.29

京普

有限

5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

D337115532
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2016.5.20-
2021.5.20

京普

有限

6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3010706599
34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5.2.11-
2020.2.11

京普

有限

7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5010706780
629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5.6.15-
2020.6.15

京普

有限

8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5010706780
35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5.6.15-
2020.6.15

京普

有限

9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1010706506
17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11.3-
2021.10.28

京普

有限

10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6010706865
74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5.10-
2021.5.10

京普

有限

11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6010706865
75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5.10-
2021.5.10

京普

有限

12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6010706862
46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5.9-
2021.5.9

京普

有限

13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储水式热水器）

2016010706860
23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5.9-
2021.5.9

京普

有限

1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M43115E20114

R2M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

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5.3.11-
2018.3.10

京普

有限

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M43115Q2033

2R2M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

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5.3.11-
2018.3.10

京普

有限

16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

证

M43117S20361
R1M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

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7.8.1-
2020.7.31

山东

京普

17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储水式热水器）

CQC16707147
17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18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紧凑型太阳能热

CQC16707147
24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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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器）

19
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

书（紧凑型太阳能热

水器）

CQC16707147
24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20
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

书（储水式热水器）

CQC16707147
17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21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多晶硅光伏组件）

CQC16024161
36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12.29-
京普

有限

22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多晶硅光伏组件）

CQC16024160
779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12.20-
京普

有限

23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多晶硅光伏组件）

CQC17024162
90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7.2.3-
2018.2.3

京普

有限

24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金

太阳认证证书（家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平
板型>）

CGC17005000
042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2017.5.25-
2021.5.24

京普

有限

25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金

太阳认证证书（家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全
玻璃真空管式>）

CGC17005000
043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2017.5.25-
2021.5.24

京普

有限

26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

证证书（家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产品）

CEC049913713
237939317010

中环联合（北京）认

证中心有限公司

2016.8.11-
2019.8.10

京普

有限

27
康居产品认证证书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

KCPC16-18-01
2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2016.12.29-
2020.12.28

京普

有限

28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165IP150065R
0M

中知（北京）认证有

限公司

2015.5.8-
2018.5.7

京普

有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公司依法开展

相关业务，合法合规。

（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

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

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1）核查依据

《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审计报告》；购销合同及台账；购销货物清单。

2）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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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采购、销售合同及台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采购、销售

货物清单，核查近两年履行完毕以及正在履行中的主要业务合同，对业务合同中

的公司产品等与公司所持有的资质所对应的产品明细等进行比对，核查后未发现

公司存在超越前述资质、经营范围的情况，也不存在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同时，根据沂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公司均

不存在因超越资质、经营范围或使用过期资质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3）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

质的情况。

（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

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

经营的影响。

1）核查依据

《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等。

2）核查过程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核查，公司持有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国国

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到期日 2020 年、2021 年均在有效期内；公司持有的业务资

质均不存在即将到期的情况。

3）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

通过核查公司目前拥有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等业务证书，目前证书都在有

效期之内，近期均不存在续期的风险，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

许经营权，资质证书齐备，相关业务合法合；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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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公司所拥有的业务所需的资质证书近期不存在无

法续期的风险。

九、反馈问题 10：关于代工生产。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

代工厂商的名称；（2）代工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关联关系情况；（3）与代工厂商的定价机制；（4）代工产品、

成本的占比情况；（5）代工厂商是否依法具备相应资质，代工产品

的质量控制措施；（6）代工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

重要性。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分别就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代

工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2）

公司对代工厂商是否存有依赖;(3)结合行业法律法规,核查分析代工

生产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1）代工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

山东京普现任董事为窦新文、张道云、吴英杰、王剑、孙兴升；现任监事为

朱文龙、邱发现、郑连凤；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分别为总经理吴英杰、财务总监王

剑、董事会秘书刘桂升；法定代表人为吴英杰。

经核查公司代工厂商相关工商登记及公开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的代工厂商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主要成员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代工厂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 股东 主要管理人员

1
唐山海泰新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永

王永、张凤慧、

刘凤玲、巴义

敏等58名股东

董事：王永、于平、巴义敏、刘

凤玲、宣宏伟；监事：刘志远、

王海涛、张凤慧。

2
宁波市富星电子

有限公司
竺峰 竺峰 卓瑞华、卓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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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营大海科林光

电有限公司
刘福海

山东大海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

司

刘福海、燕东刚

4
淄博光科太阳能

股份有限公司
张斌

山东沂源鲁山

水泥有限公

司、张成敏

董事：张斌、屈建、陈义勇、杨

自聚、张顺福、张成敏、宋毅辉；

监事：石爱梅、孙斐、马涛。

通过查阅公司与代工厂商的相关业务合同，访谈公司及代工厂商相关业务人

员，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代工厂商不存在关联

关系。

（2）公司对代工厂商是否存有依赖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说明、审计报告及相关业务合作协议，并经访谈公司及各

代工厂商业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与代工厂商的合作关系及依赖程度。

公司采用代工模式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6年取得沂水县光伏扶贫工程（一期）

项目，该项目规模较大，且工期较短，公司自身的多晶硅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产能

无法满足该业务需求，因此选择代工厂商委托加工多晶硅太阳能光伏组件，代工

产品均为多晶硅太阳能光伏组件。

报告期内公司代工成本的占比情况如下：

序号 代工厂商名称
2017年 1-4月

采购金额（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重

1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507,466.67 21.96%

2 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 18,393,928.30 12.82%

3 东营大海科林光电有限公司 10,203,005.99 7.11%

4 淄博光科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9,748,620.70 6.79%

合 计 69,853,021.66 48.68%

序号 代工厂商名称
2016年度

采购金额（元） 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重

1 宁波市富星电子有限公司 2,455,589.74 3.31%

2 东营大海科林光电有限公司 94,422.15 0.13%

合计 2,550,011.89 3.44%

2016 年度，公司采用代工采购金额占总采购额比例为 3.44%；2017 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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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公司采用代工采购金额占总采购额比例为 48.68%，其中为唐山海泰新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代工金额占当期采购金额为 21.96%，占比较高。公司代工

厂商的采购业务是由于公司现阶段产能有限所致，系针对公司单笔大额、短周期

订单的项目采用的采购模式，在个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重要性较

低。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代工厂商不存在依赖。

（3）结合行业法律法规，核查分析代工生产是否合法合规。

本所律师通过现场核查公司采购模式、业务流程，了解公司代工生产模式，

检索公司选取的代工厂商业务资质，查阅相关业务合同等方式，检查代工生产的

合法合规性。

公司具备了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为满足公司中

标的沂水县光伏扶贫项目工程（一期）的原材料需求，在公司现阶段产能有限的

情况下，选择业务资质齐全的代工厂商委托加工多晶硅太阳能光伏组件。公司已

经与代加工厂商签署了委托加工协议，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定价、结算

方式等，该协议本着平等自愿原则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选取代工厂商时，首先进行了代工厂商的尽调，核

查代工厂商是否具有相关的资质证书，其经营范围和生产场所等是否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是否符合公司挑选代工厂商的标准。上述四家代工厂商均可从事可

从事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的制造、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的制造、晶体硅电池组件

生产等业务，代工厂商从事代工生产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委托代工厂商生产行为合法合规。

十、反馈问题 11：关于产品质量，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

事项：（1）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通过强制产品认证及该认证的取得情

况；（2）公司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3）公司产品

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是否存在销

售退回等情况；（4）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通过相关部门检验认证。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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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通过强制产品认证及该认证的取得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太阳能集热系列产品及光伏发电系列产品。其中，太阳

能集热系列产品主要有平板分体式太阳能、紧凑式太阳能、太阳能与空气能双能

集热系统、太阳能中央热水工程系统等；太阳能光伏发电系列产品主要为多晶硅

太阳能组件以及民用、商用光伏发电系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2016

年国务院第 666号令）、《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2009年第 117号令）、《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1年第 1号公告）和《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的太阳能热水器（带电辅助加热）、储

水式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密闭性储水式电热水器等产

品系强制性认证产品，公司已取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核发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

品认证证书》。除此以外，公司的其他产品不属于上述规定范围的强制性认证产

品。

公司产品已通过强制产品认证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限

所属

单位

1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储水式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

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

2013010706599346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5.2.11-
2020.2.11

京普

有限

2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储水式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

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

2015010706780629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5.6.15-
2020.6.15

京普

有限

3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储水式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

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

2015010706780351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5.6.15-
2020.6.15

京普

有限

4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太阳能热水器（带电辅助加

热）

2011010706506175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6.11.3-
2021.10.28

京普

有限

5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2016010706865744 中国质量 2016.5.10- 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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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性储水式电热水器 认证中心 2021.5.10 有限

6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储水式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

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

2016010706865750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6.5.10-
2021.5.10

京普

有限

7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储水式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

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

2016010706862466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6.5.9-
2021.5.9

京普

有限

8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储水式热水器（带辅助电加热

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

2016010706860231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16.5.9-
2021.5.9

京普

有限

（2）公司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1）公司采取的质量标准；

经核查，公司现持有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核发的证书号

码为“M43115Q20332R2M”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根据该证书，公司

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ISO9001：2008”标准，认证范围为太阳能热水器的

生产，晶体硅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有效期自 2015年 3月 11日至 2018

年 3月 10 日。公司按照“ISO9001：2008”标准要求，建立了以过程控制为基

础的质量管理体系。

2）公司目前执行的质量标准如下：

公司产品严格执行国家质量标准、行业标准或客户要求的特殊质量标准，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涉及的主要标准如下：

序号 标准类型 标准内容 编号

1 国家标准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控制器 GBT 23888-2009

2 国家标准 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95-2009

3 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GB 50364-2005

4 国家标准 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试验方法 GBT 4271-2007

5 国家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GB/T 20095-2006

6 国家标准
带辅助能源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积大于

0.6 m³）技术规范
GB\T 29158-2012

7 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 GB\T 17049-1997

8 国家标准 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GBT 6424-2007

9 国家标准 真空管型太阳能太阳集热器 GBT 1758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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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保护行

业标准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HJT 363-2007

11 国家标准 家用分体双回路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 26970-2011

12 国家标准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 19141-2011

13 能源标准 太阳能热水器搪瓷储热水箱技术标准 NB/T 34023-2015

14
山东省行业

标准
户用分布式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规范 T/SDSIA 4-2016

15 产业标准 光伏组件技术标准
CEI/IEC

61215:2005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公司采取的质量标准主要是国际标准和国家标

准，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017年 8月 1日，沂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山东京普自 2015年 1

月 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未发现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

关产品质量及技术监督管理的法规、法规、规章，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质量标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公司产品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是

否存在销售退回等情况；

经核查《管理手册》（质量部分）、访谈记录等文件资料，公司对产品的生

产过程、质量检测等进行规定，并严格按照该制度执行。在产品质量内部控制方

面，根据公司《管理手册》（质量部分），公司设立质检部并设置相应质检人员，

全面负责公司的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公司建立了覆盖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生产、

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体系，能够有效保证公司产品质量。在成品检验环节，

质检部专职质检员对生产出的成品按检验标准在生产现场进行抽样或抽检，并对

样品作正规检验，确保出厂的产品符合公司质量标准或订货合同的规定。在报告

期内及期后，公司质量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良好，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不存在

大额销售退回等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产品质量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状况良好，能够有效

保证公司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及期后不存在大额销售退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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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通过相关部门检验认证。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

作补充披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

定》、《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

目录》和《关于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的部分产品需要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具体情况详见前述（1）所做的说明。

根据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部分产品还通过以下检验认证：

序

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限

所属

单位

1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储水式热水器）

CQC16707147
17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2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紧凑型太阳能热

水器）

CQC16707147
24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3
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

书（紧凑型太阳能热

水器）

CQC16707147
24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4
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

书（储水式热水器）

CQC16707147
17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6.6-
2019.6.6

京普

有限

5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多晶硅光伏组件）

CQC16024161
36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12.29-
京普

有限

6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多晶硅光伏组件）

CQC16024160
779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6.12.20-
京普

有限

7
太阳能产品认证证书

（多晶硅光伏组件）

CQC17024162
90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7.2.3-
2018.2.3

京普

有限

8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金

太阳认证证书（家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平
板型>）

CGC17005000
042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2017.5.25-
2021.5.24

京普

有限

9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金

太阳认证证书（家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全
玻璃真空管式>）

CGC17005000
043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2017.5.25-
2021.5.24

京普

有限

10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

证证书（家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产品）

CEC049913713
237939317010

中环联合（北京）认

证中心有限公司

2016.8.11-
2019.8.10

京普

有限

11
康居产品认证证书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

KCPC16-18-01
2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2016.12.29-
2020.12.28

京普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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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认证，英文全称 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制度。指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强产品产品质量管理、依照法律

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是指依据国家相关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准和技术要求，按

照国际上通行的产品质量认证规定与程序，经中国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确认并通过

颁布认证证书和节能标志，证明某一产品符合相应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活动。

中国环保产品认证，加施“中国环保产品认证”标志的方式表明产品符合相

关环保认证的要求，认证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设备和家具、建材、轻工等环境有利

产品。

太阳能产品认证，适用于独立光伏系统的性能认证，包括一个或多个光伏组

件，支撑结构，蓄电池，充电控制器和典型直流负载等。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金太阳认证：金太阳认证是由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实施的，

在太阳能热利用领域及太阳能光伏产品领域的认证标志。目前金太阳认证已经成

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内最高端的认证品牌。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是依据国家相关的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标准和技

术要求，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产品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要求与程序，融入生命

周期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环境管理的现代意识和清洁生产技术，经中国环境标志

产品认证机构 实施认证，并通过颁布认证证书和环境标志，证明某一产品符合

相应标准和环境要求的活动。

康居产品认证：是由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组建，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第三方产品质量认证机构，为国内外建筑产品、住宅部品

生产企业提供优质的产品质量认证服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产品已经通过有关部门的检测认证，具备进入相

关市场销售的资格条件。

十一、反馈问题 12：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主要客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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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电网公司、项目建设管理处、村委会等。请公司说明并披

露报告期内重大合同的获得是否需要并已按照《政府采购法》、《招

投标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招标、谈判等程序，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

合公司重大合同的取得情况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

条件发表意见。

另外，关于招投标，请公司从订单取得方式、客户群体、产品种

类等角度梳理公司销售模式，订单获取渠道是否合法合规，招投标渠

道获得项目的所有合同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

目合同，如存在，未履行招标手续的项目合同是否存在被认为无效的

风险，公司的风险控制措施，上述未履行招标手续的行为是否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核查方式、分析过程、核查结论。

回复：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重大合同的取得情况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

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意见。

1）调查程序

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查阅公司重大销售合同及对应招投标文件、中标

通知书；登录临沂市政府采购中心官网（http://zfcg.linyi.gov.cn/），查询

中标公告情况；

2）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协议书、政府采购合同；

3）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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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法》第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

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

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

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

根据上述规定，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已经完成和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

其是否履行招投标程序情况如下：

①报告期内公司太阳能集热系统及相关产品销售业务签订或履行的金额在

150.00万元以上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对方 销售内容 合同日期

合同金额

（元）

履行情

况

是否履

行招投

标程序

1 沂水县公安局

太阳能制冷取

暖洗浴及太阳

能路灯安装工

程项目

2015.10.8 3,791,324.00
履行完

毕
已履行

2
山东鲁洲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平板阳台分体

壁挂承压式太

阳能热水器

2014.7.12 2,757,640.00
履行完

毕
未履行

3
宁夏京普爱威尔

商贸有限公司

阳台壁挂太阳

能
2016.2.26 2,125,880.00

履行完

毕
未履行

4
烟台荣田置业有

限公司

分体式太阳能

热水器、真空管

紧凑式太阳能

热水器

2017.3.16 2,043,732.00
正在履

行
未履行

5
日照兴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太阳能的生产、

制作安装及维

护、保修+补充

2015.9.7 1,928,200.00
履行完

毕
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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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6
山东恒泰纺织有

限公司

太阳能中央热

水系统工程
2015.8.24 1,890,000.00

履行完

毕
未履行

7
烟台森埔经贸有

限公司

分体式太阳能

热水器、真空管

紧凑式太阳能

热水器

2015.3.2 1,812,472.00
履行完

毕
未履行

8
沂水县泉庄镇石

磨沟村民委员会

太阳能燃气壁

挂炉取暖工程
2017.2.26 1,583,679.00

履行完

毕
未履行

②报告期内公司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及相关产品销售业务签订或履行的金

额在 200.00 万元以上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对方 销售内容 合同日期 合同金额（元）

履行

情况

是否履

行招投

标程序

1 阳光富民
沂水县光伏扶

贫工程一期
2016.9.28 651,092,500.00

正在

履行
已履行

2
临沂新风尚商贸

有限公司

多晶组件（框架

合同）
2017.4.11 30,000,000.00

正在

履行
未履行

3
沂水县诸葛镇人

民政府

748.17KW光

伏扶贫工程
2016.9.14 6,019,500.00

履行

完毕
已履行

4

沂水县大中型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

结余资金项目建

设管理处

诸葛镇

436.28KW光

伏发电项目

2016.10.2
2

3,441,820.20
履行

完毕
已履行

5 阳光富民

宋家岔河、永泉

官庄 270KW光

伏扶贫项目

2016.11.2
8

1,999,000.00
履行

完毕
已履行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中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的有：山东鲁洲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宁夏京普爱威尔商贸有限公司、烟台荣田置业有限公司、日照兴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山东恒泰纺织有限公司、烟台森埔经贸有限公司、沂水县泉庄镇

石磨沟村民委员会、临沂新风尚商贸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与山东鲁洲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烟台荣田置业有限公司、日照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项目为房

地产开发的配套太阳能集热系统及相关产品销售；与宁夏京普爱威尔商贸有限公

司、烟台森埔经贸有限公司、临沂新风尚商贸有限公司合作项目为公司各类产品

直接销售；与沂水县泉庄镇石磨沟村民委员会合作项目为用集体自有资金采购太

阳能燃气壁挂炉取暖工程项目，该项目资金非来着政府财政性资金，上述业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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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是否需招标由客户根据需要自主确定，因

此上述项目订单公司采用商务谈判的方式取得。

公司主要客户中包括政府机关、项目建设管理处等，该类客户的重大合同均

通过投标取得，并签订了正式的协议书、政府采购合同等，公司取得的重大业务

合同中，没有须经招标或其他规定程序但未依法履行相应程序的情况。

4）结论性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履行的重大合同，已按照《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程序，公司重大合同的取得合法、合规、有效，公

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2、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方式、分析

过程、核查结论。

（1）调查程序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进行访谈，取得并核查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招

标手续，取得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2）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销售合同、招标文件、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3）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审查合同内容，公司

与沂水县城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许家湖镇人民政府的合同不违反合同法的

禁止性规定，合同已经履行完成且不存在争议。

《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并未对依法应当招标而未招标的设备采购合同的

效力作出认定无效的规定，根据《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项目合同不存在

被认为无效的风险。另外，公司就上述存在应当招标而未招标即与项目方签署并

履行合同，尽管不符合《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但《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并

未规定在此情况下公司需要承担任何行政责任情形。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法律意见书

48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沂水县城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许家湖镇人民

政府 2个项目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 2个项目属于依法应当招

标而未招标，但合同不会因此无效，且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争议，上述应当招

投标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情形的合同依法不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

为了进一步避免因应当招投标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形成争议给公司带来损

失，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作出承诺，承诺公司订单获取渠道合法合规，招投标渠道

获得项目的所有合同均合法合规，如公司因必须履行招投标手续而未履行被处罚

或者遭受损失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根据公司所在地沂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守法证明，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生产经营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4）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订单获取渠道合法合规，报告期初至反馈回复签

署之日，公司存在 2个项目合同存在应当招投标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情形，前述

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不存在争议。根据《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以及相

关司法解释的内容，上述应当招投标而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情形的合同依法不存在

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根据《招标投标法》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上述未履行招标手续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前述存在瑕疵的不规范行

为不会对本次申请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

十二、反馈问题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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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生产经营场所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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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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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1）公司日常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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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方面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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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1）公司日常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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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查阅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条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除本法第十一条另有规定的外，建设单位应当自

依法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

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第十三条

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

照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

（一）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

请消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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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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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

应当停止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规定：“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

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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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六条规定：“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四）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场所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办理消防备案手续，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公众

聚集场所，也不属于《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情形，无需在投入使用、

营业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消防情况：

公司共有 6处房产，均为厂区的自建房屋。公司位于沂水城阳一路中段路北

的生产车间 1#、生产车间 2#、生产车间 3#和生态建筑示范楼，规划用途为工业

用房，已取得沂房权证沂房字第 024228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司位于沂水

城阳一路中段路北的光伏生产车间和研发楼，规划用途为工业用房，已取得鲁

（2017）沂水县不动产权第 0000191号《不动产权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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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6处房产均未按《消防法》的要求办理消防备案手续，存在不规范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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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

规定的公众聚集场所，也不属于《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因此，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不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需要办理消防备

案。

公司上述 6处房产在办理房产证时，已按照沂水县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沂

水县房地产管理办公室、沂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沂水县规划局、沂水县消防

大队等部门下发的沂经信字[2015]26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企业房屋产权登

记手续的通知》的要求，通过了沂水县规划局牵头组织的消防大队、环保局、人

社局等部门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的审核。公司 6处房产已完成施工并经消防部门审

核取得了房产证，目前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目前公司的 6处房产未按照《消防法》的要求办理消防备案手续，存在不规

范的情形。公司主动联系消防主管部门，沂水县公安消防大队对公司消防备案进

行了业务指导，公司已根据消防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消防备案的办理。

经沂水县公安消防大队确认，公司自 2015年 1月 1日至今没有受到沂水县

公安消防大队等消防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同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淑宽、张道云、吴英杰出具承诺：“1、公司经

营场所消防设施齐备，除不可抗力外，不存在出现紧急火灾等导致安全事故的风

险；2、为确保消防安全，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配备了消防设备、应

急通道等；公司将定期对生产经营场所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对公司人员进行消

防培训，提升员工的安全经营意识；3、本人将积极督促公司办理消防备案手续，

若公司因消防问题受到处罚或遭受其他损失，本人将自愿承担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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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办理消防备案，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公司已根

据消防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消防备案的办理。如果公司消防备案问题遭受消防部

门处罚，因此产生的损失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不会对公司实际经营经营产生

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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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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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房产均已取得房屋产权证

书，存在未依法办理消防备案的不规范情形，公司主动联系消防主管部门，沂水

县公安消防大队对公司消防备案进行了业务指导，公司已根据消防主管部门的要

求进行消防备案的办理。因此，公司未办理消防备案不会导致公司日常经营场所

停止使用。

沂水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沂水县国土资源局均出具了公司在报告期内无

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经沂水县公安消防大队确认，公司自 2015年 1月 1日至

今没有受到沂水县公安消防大队等消防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同时，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吴淑宽、张道云、吴英杰出具承诺：本人将积极督促公司办理消防备案手

续，若公司因消防问题受到处罚或遭受其他损失，本人将自愿承担经济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办理消防备案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情况及持

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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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为经营场所配备消防器材，确保消

防设施能够正常使用；每年定期进行年检、维修、换新；保证消防通道、安全疏

散通道的通畅。自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

公司存在未依法办理消防备案的不规范情形，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消防

备案，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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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沂水县公安消防大队确认，公司自 2015年 1月 1日至今没有受到沂水县

公安消防大队等消防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重大风险，相关风险应对措施有

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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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日常经营房产的消防备案手续正在办

理中。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已依据消防法的要求配备相

应消防设施，目前，尚未受到消防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同时公司定期对消防安

全设施检查，报告期初至今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

经沂水县公安消防大队确认，确认公司自 2015年 1月 1日至今没有受到沂

水县公安消防大队等消防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同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淑宽、

张道云、吴英杰出具承诺：本人将积极督促公司办理消防备案手续，若公司因消

防问题受到处罚或遭受其他损失，本人将自愿承担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办理消防备案的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的挂牌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接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页]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法律意见书

54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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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签字：

山东方良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