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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17）粤卓意字第 Y1712286 号 

致：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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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本次申请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出具了《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巍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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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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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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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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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二次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需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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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法律问题再次进行审慎核查，本所律师在对相关情

况进行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市巍特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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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对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的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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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词语与《法律意见

书》释义部分列明的含义相同。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

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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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具本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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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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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文件以及与本次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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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

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申请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

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公司的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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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并不具备

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或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及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在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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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

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事先书面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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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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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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如下: 

一、对《二次反馈意见》“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进一步对照

公司的业务对公司劳务分包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的回复 

（一） 核查方式 

1.核查报告期内以及申报审查期间（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的所有的工程合同、相关劳务分包协议； 

2.核查劳务提供方的《营业执照》、资质情况等； 

3.查阅公司的《劳务分包管理办法》等劳务用工内控制度； 

4.获取并核查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以及

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信用信息双公

示专栏、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筑部“行政处罚”公示栏、广东省建筑行业数据开放平台等信息

公开查询系统； 

5.获取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公司规范外部用工事项的

声明和承诺》。 

（二） 分析过程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工程施工为水质量治理工程施工，工程中主要涉及的

劳务为管道清淤、抹灰、砌砖、装卸、垃圾搬运等。报告期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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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务分包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名称 分包方名称 作业情况 

1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污水管

道维护加固改造工程 
蕲春县润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2 

深圳分公司2014年通信机楼

基建配套改造项目西丽机楼

加固改造工程 

深圳市圣田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蕲春县润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深圳市麟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深圳市亿坤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完成作业 

3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

二期基建工程 

深圳市亿坤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完成作业 

4 

湖南省大圳灌区2015年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施工C3

标 

蕲春县润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武冈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完成作业 

湘潭县三通管道疏通服务有限

公司 
完成作业 

武冈市天心预制涵管厂 完成作业 

5 
湖南省黄石灌区2015年度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蕲春县润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6 
中国移动深圳信息大厦环氧

及车道标识工程 

广州粤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现改名：广州市粤卓实业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深圳市易美邦工业地板有限公

司 
完成作业 

东莞市龙浩实业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7 
精河流域灌区跨河渡槽防渗

工程 
蕲春县润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8 
郧西县城区污水管道网加固

改造工程（一期） 

九江诚洁管道疏通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湘潭县三通管道疏通服务有限

公司 
完成作业 

九江宏丰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九江三益管道疏通清洗工程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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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县同益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9 

永州东安县农业综合开发金

江中型灌溉区2014-2015年

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湘潭县湘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10 

公明办事处甲子塘、松福路

及光明办事处观光路市政畅

通工程管道防渗加固管道防

渗加固项目 

湖南安华建筑装饰劳务有限公

司 
完成作业 

11 

十堰市污水处理管理网延伸

工程（新建、改造）项目

（2016年第二批）施工七标

段 

湘潭县三通管道疏通服务有限

公司 
完成作业 

九江市达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12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校舍

整体修缮工程 

深圳市富裕城建筑工程劳务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深圳市锐智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完成作业 

13 
南湾街道布沙路地面坍塌抢

险工程 
广西品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14 
吉安县凤凰污水厂总水管道

美病害检测及修复工程 

九江三益管道疏通清洗工程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吉安县自新市政疏通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15 
白沙洲大道D1500管道临时

修复工程 

九江三益管道疏通清洗工程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16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下村工业

园区管道清淤工程 

九江三益管道疏通清洗工程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17 
武汉鹦鹉洲泵站出江设施缺

陷修复工程 
武汉博亿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18 

资溪泸溪河截污干管（含山

斜河）改造工程前期疏通及

检测项目 

九江三益管道疏通清洗工程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19 
后海中心河北河东侧截污管

道修复工程（二期） 
湘潭县湘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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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亚湾核电厂主泵维修中心

厂房防水工程放工专业分包 

深圳市锐智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完成作业 

21 安庆方兴南路管网修复工程 
九江市达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湘潭县湘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22 
红安县金檀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工程2016年度项目 
广西品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23 前海深港创新中心项目 
深圳市锐智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完成作业 

24 
吉安国家井开区污水管道修

复工程 

江西惠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作业中 

吉安县自新市政疏通有限公司 作业中 

25 
武汉白沙洲大道D1500管道

新增衬管工程 

九江三益管道疏通清洗工程有

限公司 
完成作业 

湘潭县湘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26 

红安县金檀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工程2016年度项目

施工第二标段渡槽防渗膜铺

设专业分包施工合同 

广西品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27 
随州市随中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工程2016年一标段 
武汉博亿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28 

桂畔海水系（桂畔海河水

系）综合整治工程B区管道

清淤及修复工程专业分包合

同 

江西惠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作业中 

九江三益管道疏通清洗工程有

限公司 
作业中 

29 武汉东湖路雨水管道修复 湘潭县湘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30 
乐安县城市污水管网修复工

程 
广西品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31 
武汉东湖路风光村一棵树结

合箱修复项目 
广西品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完成作业 

32 

茅洲河流域水环境整治工程

宝安一标工程管道疏通修复

项目 

九江德立海隆管道疏通有限公

司 
作业中 

报告期后至 2017年 11月 30日，公司新增劳务分包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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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分包方名称 
合同金额

（元） 
作业情况 

1 

轨道交通8号线岳家嘴站

横穿中北路顶管垫衬法

内衬施工项目 

深圳市锐智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283,900.00 作业中 

2 

桂畔海水系（桂畔海河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B区

管道清淤及修复工程专

业分包合同 

珠海高新区拓宇工

程有限公司 
287,000.00 作业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发布

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市

[2014]159 号），《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之“一、总则/三、业务范

围”规定： 

“（一）施工总承包工程应由取得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承

担。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施工总承包工程内各

专业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专业工程依法进行分包。对设有资

质的专业工程进行分包时，应分包给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

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劳务作业分包时，应分包给具有施工劳务资质的企

业。 

（二）设有专业承包资质的专业工程单独发包时，应由取得相应

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承担。取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具有施

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依法分包的专业工程或建设单位依法发包的专

业工程。取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应对所承接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组

织施工，劳务作业可以分包，但应分包给具有施工劳务资质的企业。 

（三）取得施工劳务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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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 

（四）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

内的相应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等业务。” 

根据上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规定，公司作为拥有施工总

承包资质以及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对于劳务作业可以分包给具有施

工劳务资质的企业。 

经核查，报告期存在公司将劳务作业分包给无资质单位的情形。 

为了进一步规范劳务分包管理，公司采取了以下规范措施： 

（1）制定了严格的《劳务分包管理办法》等劳务用工管理制度，

同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包商挑选内控、持续监控机制，确保公司相

应的劳务分包商具有相应的行业专业资质或施工劳务资质。公司后期

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劳务分包制度及合格供应商库，并严格执行，要求

就劳务分包的供应商进行严格筛选，除履行已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外，

公司就新承接的项目进行劳务分包时，要求劳务分包供应商应当具备

行业专业资质或劳务分包资质，并在公司合同管理部门备案存档，以

此严格控制工程质量风险。 

（2）为切实有效加强对分包商的管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于

2017年 12月 21日下发通知，明确严格落实《劳务分包管理办法》，

对于公司工程劳务作业分包需要与取得施工劳务资质的分包单位签

署。除此之外，公司内部组织专门人员针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容易出现

的各种问题（如质量问题、安全问题、工期问题、现场协调问题、分

包工程款支付问题等）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控管理，不定期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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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劳务成果进行现场抽查，同时检查施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根据

问题严重程度分别作出要求分包单位进行整改、处以罚款或终止合作

的处理。 

（3）针对不规范用工的情形，公司出具承诺书如下：公司将自

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规范用工情况，将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

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减少直至停止采用不规范的劳务用工形式。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出具承诺如下：若因分包商资质问题引

发的经济损失，本人将无条件承诺承担公司的任何补交款项、滞纳金

或行政罚款、经主管部门或司法部门确认的补偿金或赔偿金、相关诉

讼或仲裁等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确保公司不因此发生任何经济损失。 

（4）深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7年 10月 25日出具《近三

年无介入诉讼或仲裁情况说明》，“经查阅深圳建设信息网，该企业

近三年以来没有因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受建设行政部门处罚的记录；

我单位未收到司法机关、仲裁机构有关于该企业涉及合同纠纷诉讼、

仲裁案件的情况”。 

（5）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信用信息双公示专栏、全国建筑市场监

管公共服务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筑部“行政处罚”公

示栏、广东省建筑行业数据开放平台等信息公开查询系统，公司报告

期内无受到建设行政部门的处罚的记录。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将部

分项目劳务作业分包给无施工劳务资质单位的情形，不符合《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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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相关规定，但相应

所涉及的大部分项目在公司的监督和管理下均已竣工验收或阶段性

验收确认，不存在因此产生工程质量纠纷或安全生产事故。目前就未

竣工的工程项目，公司已建立劳务分包的规范措施并对规范劳务用工

出具承诺书，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亦出具相应兜底承诺，确保公司

不会因此受到损失，并且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未因此

受到主管部门的处罚。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不具备施工劳务

资质的单位进行劳务分包的情形，但不构成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

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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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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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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