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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好思家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天律证 2017函 00268号 

 

致：安徽好思家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好

思家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思家”、“股份公司”或“公司”）

的委托，作为好思家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转让（以下

简称“本次挂牌”）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指派本所汪明月、熊丽蓉律

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参加好思家本次挂牌工作。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业务规则》等要求，对好思家就本次挂牌批准授权、

实质条件等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皖天律证字 2017

第 00337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天律证 2017 第 00393 号）（以

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现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核反馈意见，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修正，

原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原法律意见书中的释义及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好思家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消防安全问题。（1）公司位于秦集路西侧的办公楼、厂房等 5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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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5,736.73 平方米）已被纳入城市拆迁规划范围内，目前该厂区仍在进行乳

胶漆的生产。该厂区未办理消防手续。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具体规定、公司前述厂房的具体情况核查公司前述厂区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手续

还是备案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若相关厂房、办公楼属于需要办理消防验收事

项，请公司予以规范。（2）根据第一次反馈回复，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位于淮

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开源大道南侧厂区内的 1#、2#车间及办公楼已完成了消防

备案；同时第一次反馈回复显示，2012 年 10 月 17 日，五河县公安消防大队出

具了五公消验[2012]第 59 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消防部门认为 1#、

2#车间及办公楼在总平面布局、消防车道、建筑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安全疏

散、消防设施及灭火器配置等方面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在消防安

全方面具备使用条件，验收合格。同时，截至目前公司已将 3#、4#、5#及展示

厅（展示厅系新建建筑）备案验收材料递交给蚌埠市淮上区消防大队，备案、

验收正在办理中。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公司子公司

永兴化工 1#、2#车间及办公楼、3#、4#、5#及展示厅是需要办理消防验收还是

消防备案手续，并说明 3#、4#、5#及展示厅目前消防手续的办理进展情况。若

相关厂房、办公楼等属于需要办理消防验收事项，请公司予以规范。 

核查过程：  

就题述事项，本所律师核查了包括但不限于：（1）消防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2）公司消防验收、备案等资料；（3）相关消防主管部门出

具的证明文件。  

核查内容和结果： 

1、公司位于秦集路西侧的办公楼、厂房等 5处建筑物（5,736.73 平方米）

已被纳入城市拆迁规划范围内，目前该厂区仍在进行乳胶漆的生产。该厂区未

办理消防手续。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公司前述厂

房的具体情况核查公司前述厂区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手续还是备案手续并发表明

确意见；若相关厂房、办公楼属于需要办理消防验收事项，请公司予以规范。 

（1）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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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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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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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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消防机构

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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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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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三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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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

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

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室、博物馆的展示厅，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诉讼，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19号）第十三条规定，对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

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

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

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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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

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

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

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

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

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

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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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14 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人民

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认定工作的通

知》，通知规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主要依靠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而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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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的产业，一般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

贸餐饮业、文教卫及其他服务业等相关产业。” 

（2）公司拟征迁厂房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公司目前拟征迁厂房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 具体用途 

1 办公楼 1,203.00 财务部、研发部办公室、行政部、总经理办公室 

2 生产用实验楼 332.24 研发部实验室 

3 生产车间用房 2,838.34 乳胶漆生产 

4 材料仓库 398.13 原料存储 

5 夹芯板仓库 964.92 乳胶漆包装物仓库 

合计 5,736.73 —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因好思家新址未全部完成建设，且

蚌埠市高新区规划建设项目尚未开始实施，经协商一致，秦集社区行政事务管理

中心同意好思家于 2018 年 2 月完成现址搬迁全部工作，同意好思家无偿使用现

址场地、房屋等资产，因此公司目前仍有部分员工在上述厂房办公并进行小规模

乳胶漆的生产，不存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3）是否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手续 

根据《消防法》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

第 119号）第十三条、十四条规定并与公司拟征迁厂房的具体情况进行比对，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拟征迁厂房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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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殊建设工程，因此公司不需要向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4）是否需要办理消防备案手续 

根据《消防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建设工程消防监督

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19号）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应当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在法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竣工

验收备案。 

2017 年 11 月 13 日，蚌埠市高新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说明》：“根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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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好思家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思家”）与蚌埠市秦集社区行政事务

管理中心签订的《征迁协议书》及《征迁补充协议》，蚌埠市秦集社区行政事务

管理中心同意好思家于 2018 年 2 月底完成搬迁，同意好思家在完成搬迁前无偿

使用厂址场地、房屋等资产，好思家位于秦集路西侧的办公楼、厂房等 5处建筑

物（合计面积：5,736.73 平方米）现已被纳入城市拆迁规划范围。 

上述办公楼及厂房建已被纳入城市拆迁规划范围，目前，好思家已停止对上

述办公楼、厂房的使用，并将于 2018 年 2 月底前完成搬迁至新厂区。由于该厂

区为既有建筑，不再进行消防备案、验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位于秦集路西侧拟征迁的办公楼、厂房等 5处建

筑物需要办理消防备案手续。但因前述厂房已被纳入城市拆迁规划范围，因此消

防主管机构不再对其进行消防备案。 

2、根据第一次反馈回复，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位于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

开源大道南侧厂区内的 1#、2#车间及办公楼已完成了消防备案；同时第一次反

馈回复显示，2012 年 10 月 17 日，五河县公安消防大队出具了五公消验[2012]

第 59 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消防部门认为 1#、2#车间及办公楼在总

平面布局、消防车道、建筑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安全疏散、消防设施及灭火

器配置等方面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在消防安全方面具备使用条件，

验收合格。同时，截至目前公司已将 3#、4#、5#及展示厅（展示厅系新建建筑）

备案验收材料递交给蚌埠市淮上区消防大队，备案、验收正在办理中。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 1#、2#车间及办

公楼、3#、4#、5#及展示厅是需要办理消防验收还是消防备案手续，并说明 3#、

4#、5#及展示厅目前消防手续的办理进展情况。若相关厂房、办公楼等属于需

要办理消防验收事项，请公司予以规范。 

1、法律规定 

（1）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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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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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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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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消防机构

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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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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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三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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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

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

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室、博物馆的展示厅，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诉讼，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已失效）第九

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出工程消防验收申请，送达

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填写《建筑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并组织消防验

收。 

第二十条规定，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接到建设单位消防验收申请时，应当查

验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等消防验收申报材料，材料齐全后，应当在十日之

内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验收，并在消防验收后七日之内签发《建筑工

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19号）第十三条规定，对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

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

消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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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

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

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

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

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 OＫ厅、

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

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

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

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

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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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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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收到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申报后，对备案材料齐全的，应当出具备案凭证；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初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011 年 11 月 14 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人民

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认定工作的通

知》，通知规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主要依靠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而对技术

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的产业，一般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

贸餐饮业、文教卫及其他服务业等相关产业。” 

（2）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 1#、2#车间及办公楼、3#、4#、5#及展示厅是需

要办理消防验收还是消防备案手续 

①1#、2#车间及办公楼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30 号）（已失效）

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的规定，永兴化工 1#、2#车间及办公楼于 2012年建成

后应当由建设单位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出工程消防验收申请。 

2012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取得五河县公安消防大队五公消

验（2012）第 59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消防部门认为 1#、2#车间及

办公楼在总平面布局、消防车道、建筑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安全疏散、消防设

施及灭火器配置等方面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在消防安全方面具备使

用条件，验收合格。 

②3#、4#、5#及展示厅 

根据《消防法》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

第 119号）第十三条、十四条规定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 1#、

2#车间及办公楼、3#、4#、5#及展示厅不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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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及特殊建设工程，因此公司子公司永兴化

工不需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

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根据《消防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建设工程消防监督

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19号）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子公司永兴化工 3#、4#、5#及展示厅应当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在法定时间内向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 

2016 年初，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向蚌埠市公安消防支队提交了 3#、4#、5#

及展示厅消防设计备案材料。2016年 3月 14日，蚌埠市公安消防支队出具了蚌

公消设备字（2016）号第 0037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凭证》，对永兴化工

3#车间、仓库 1#、2#进行了消防备案，因永兴化工工作人员疏忽，误将 4#、5#

号车间名称备案成仓库 1#、2#。 

2017 年 10 月 11 日，蚌埠市淮上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了蚌淮公消设备字

（2017）第 0052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凭证》，永兴化工 3#、4#、5#车间

及展示厅已经依法完成消防设计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 1#、2#车间及办公楼已于 2012

年 10 月完成了消防验收，不需要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在法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3#、4#、5#及展示厅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

定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永兴化工已经取得蚌埠市淮上区消防大队出具的蚌淮公消设备字（2017）

第 0052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凭证》，消防设计备案已完成，目前正在开

展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3）说明 3#、4#、5#及展示厅目前消防手续的办理进展情况 

2016 年初，公司子公司永兴化工向蚌埠市公安消防支队提交了 3#、4#、5#

及展示厅消防设计备案材料。2016年 3月 14日，蚌埠市公安消防支队出具了蚌

公消设备字（2016）号第 0037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凭证》，对永兴化工

3#车间、仓库 1#、2#进行了消防备案，因永兴化工工作人员疏忽，误将 4#、5#

号车间名称备案成仓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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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纠正上述名称备案错误，2017 年 9 月永兴化工向蚌埠市淮上区公安消防

大队重新提交了 3#、4#、5#及展示厅的消防设计备案材料。 

2017 年 10 月 11 日，蚌埠市淮上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了蚌淮公消设备字

（2017）第 0052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凭证》，对永兴化工 3#、4#、5#及

展示厅进行了消防设计备案。 

综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永兴化工 3#、4#、5#及展示厅已完成

消防设计备案，并向蚌埠市淮上区公安消防支队提交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申请。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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