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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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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号：[2017]盈南宁意见书字第 54号 

 

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南通信）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挂牌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就

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经于 2017年 11月出具了[2017]盈南宁意见书字第 54号《北

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华南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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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随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本所已经于 2018年 1月 29日出具了《北京市盈科（南

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华南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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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简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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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以下简称为反馈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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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西华南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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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

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和修

改，并构成上述法律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须与《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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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律

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字 体 含 义 

黑体（小四）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小四）加粗、

宋体（小四）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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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保密局

关于同意公司挂牌的意见。 

答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取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保密局出具的

《关于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的情况说明》，该《说明》确认：“广西

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自获得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资质以来，取得的资质、业务开展、

信息披露、可转让股份、股东变化、资本结构等事项均符合国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资质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截止至本情况说明出具之日，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在涉密信息系统集成领域未发现违规违法行为。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

新三板挂牌，按照《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已制订了《广西华南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密资质单位涉密管理的控制措施》，并向我局提交了涉密资质剥离

方案及申请挂牌新三板的请示报告。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挂

牌报备手续，我局对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新三板挂牌无异议。”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保密局关于同意公司

挂牌的意见。 

二、问题 2、主办券商及律师回复意见中多处使用“未发现”，请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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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本所律师就《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使用“未发现”之处再次发表明确意见，

具体如下： 

（一）“（四）问题 5、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党红飞及韦林昌曾在通建公司任职，

通建公司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属同一行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1）公司董监

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

情形，是否存在有关上述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若存在请核查具体解决措

施、对公司经营的影响；（2）公司董监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存在与原

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若存在请核查纠纷情况、

解决措施、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相关法律规定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规定，“严

格限制职工投资关联关系企业；禁止职工投资为本企业提供燃料、原材料、辅料、设备

及配件和提供设计、施工、维修、产品销售、中介服务或与本企业有其他业务关联的企

业；禁止职工投资与本企业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国有企业中已投资上述不得投资的企

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本意见印发后 1 年内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职务。” 

2、公司董监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 

公司股东党红飞 2003年 7月至 2016年 2月期间在国有企业通建公司任职，历任广

西通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设计所所长、第二分公司经理、系统集成分公司经理、第一分

公司经理；公司股东韦林昌 2003 年 8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在国有企业通建公司任职，

2013年 7月至 2016 年 4月，任广西通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生产部门副经理。根据通建

公司出具的《证明》，党红飞、韦林昌分别任该公司生产部门经理、副经理，对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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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行项目管理和技术指导，不属于公司领导班子，不参与公司层面的经营决策。本所

律师认为，党红飞、韦林昌在通建公司工作期间，均未担任通建公司董监高、核心员工

（核心技术人员）职务。党红飞 2016 年 2 月 1 日从通建公司离职，2016 年 3 月 22 日

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职务，党红飞于 2010年 6月至 2016 年 3月任华南设计

监事期间，在经营同类业务的通建公司从事工作，违反《公司法》关于竞业禁止的规定。

党红飞已于 2016年 2月从通建公司离职，原违反竞业禁止的行为已得到规范，2016年

2月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党红飞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关于竞业禁止的规

定的情形。 

韦林昌 2016 年 3 月 22 日起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韦林昌实际于 2016 年

3 月 7 日已向通建公司提交辞职报告，通建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解除与韦林昌的

劳动合同，虽然韦林昌 2016年 3月 22至 2016 年 4月 30日期间仍在通建公司任职，但

该期间为离职审批期间，本所律师认为，该期间的行为未实际违反《公司法》关于竞业

禁止的规定。 

党红飞 2005年至 2016年 2月期间、韦林昌 2012年至 2016年 4月期间在国有企业

任职并投资关联企业的行为，涉及违反《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关

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投资关联企业的相关规定，党红飞、韦林昌存在被追究责任的风险，

届时可能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党红飞、韦林昌已出具《承诺书》，承诺：“„„

3、本人未因国企任职期间投资华南通信受到任何处罚。4、本人若因此受到相关部门追

责的，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华南通信及其他股东无关。”结合对通建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的访谈，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党红飞和韦林昌未受

到任何处罚；党红飞、韦林昌已辞去通建公司职务超过 1年，不再属于《关于规范国有

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调整的主体范围，党红飞、韦林昌未来因曾在国企任职期

间违反《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而受处罚的风险较小，且对违反该

意见的职工作出的处罚措施为辞去其国有企业所任职务或转让所持关联企业股份，不涉

及行政处罚；党红飞、韦林昌承诺个人对该事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该事

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较小，不构成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同时，根据对通建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的访谈，党红飞、韦林昌在通建公司任职期

间或离职时未签订竞业禁止协议；通建公司对党红飞、韦林昌离职后从事的职业未作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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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党红飞、韦林昌不存在违反与原单位约定

的情形。 

公司全部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已出具《关于竞业禁止的声明》，声明不存在违反

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法律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司董监高、核心员工（核

心技术人员）不存在竞业禁止事项的诉讼纠纷。 

3、公司董监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

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调查情况表和书面承

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原任职单位相关人员笔录；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司

目前没有专利权和商标权；公司拥有 7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均通过原始申请取得；报告期

内，公司、公司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

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另外，公司全部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已出具《关于竞业禁止的声

明》，声明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情形，也不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

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党红飞于 2010年 6月至 2016年 3月任华南设计监事期间，在经营同类业务的通建

公司从事工作，违反《公司法》关于竞业禁止的规定，党红飞已于 2016年 2月从通建公司

离职，原违反竞业禁止的行为已得到规范，2016 年 2 月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党

红飞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关于竞业禁止的规定的情形，公司其他董监高、核心员工（核心

技术人员）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有关上

述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党红飞在国有企业任职期间投资关联企业的行为，涉及

违反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二人受行政处罚的风险较低，且

二人已承诺对公司因该事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该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较小，不构成

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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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问题 11、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业务中仍存在工程施工。请公司说

明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1）是否存在违反《建筑法》、《招标投标法》、

《合同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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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情况，公司承接项目的金额、完成情况、

与发包人等是否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2）是否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

风险；（3）若公司存在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或资质不全的分包商的情形，上述瑕疵是

否已经全部规范，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1、公司不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情况，与发包人等不存在纠纷，

发生潜在纠纷可能性小。 

（1）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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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违法发包、转包、违法

分包及挂靠等情况的规定主要为如下条款： 

  ①《建筑法》：第二十八、六十五、六十六条、六十七条 

②《招标投标法》：第三、四十八、五十八条 

③《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④《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六十二、七十八条 

⑤《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条 

⑥《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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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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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系针对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

除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关的规定，其中不存在与公司承接

施工业务有关的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方面的规定。 

（2）分析过程和结论意见 

①公司在已经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工程施工合同详见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公

司的重大债权债务”之“（一）重大合同情况”之“2、销售类合同”所述，该部分已

列示承接项目的签订日期、客户名称、合同主要内容、合同项下的结算金额和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签订的通信工程施工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签订

日期 
客户名称 

行为

性质 主要内容 

是否

需要

招标 

取得

方式 
合同项下的结算

金额（不含税） 

履行情

况 

1 

2015

年 1

月 

广西通信

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分包 

公司协助甲方共

同开展通信工程

施工业务、工程设

计、技术服务支撑

系统集成业务 

否 

取得

业务

协作

供应

商入

围认

证 

2015 年度 

5,405,777.33 

履行完

毕 

2016 年度 

600,000.00 

2 

2016

年 4

月 

中国人民

解放军

95072 部

队司令部

信息化处 

发包 

中国人民解放军

95072 部队至中国

人民解放军 95169

部队通信光缆路

由工程建设 

否 
业务

洽谈 
1,166,505.36 

履行完

毕 

3 

2017

年 2

月 

亿水泰科

（北京）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发包 

崇左市水口水文

站和平而水位站

雨量雷达观测塔

等 2 个铁塔组立

建设项目施工 

否 
业务

洽谈 
336,000.00 

履行完

毕 

本所律师注意到，对照前述《建筑法》、《合同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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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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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大信审字[2017]第 29-00033 号”《审计报告》、股改《审计报告》、《审计

报告》和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均以自己名义承建工程且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根据《建筑法》第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依法实行招标发包，对不适于招标发包的

可以直接发包。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八条以及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二至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下列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

民币以上，或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前述的规定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应当进行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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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

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合同内容及访谈公司管理人员，公司前述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因

工程单项合同金额没有达到 200 万元且项目工程总投资没有达到 3000 万元，因此没有

进行招标，其没有进行招投标的情形没有违反《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业务合同、工程施工记录、公司出具的说明、访谈公司管理层，

公司自主完成上述施工合同，不存在转包或分包的情形，不存在违法发包或违法分包的

情形，也不存在挂靠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等情形。 

②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司持有通信信息网

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乙级）、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证书（乙级）和通信建

设工程企业安全生产合格证，在通信业务网络系统集成专业可以承接 2000 万元以下的

工程，公司具备承接上述施工合同的业务资质，公司不存在亦不需要挂靠其他企业，以

其他企业名义进行施工；根据“大信审字[2017]第 29-00033 号”《审计报告》、股改

《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等资料，公司也不存在将公司资质借用给其他企业进行施

工的行为。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挂靠的情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9%E7%9B%AE%E6%80%BB%E6%8A%95%E8%B5%84%E9%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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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和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并调阅公司的征信报告，公司与发包方不存在诉讼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合同

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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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

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情况；公司与发包人不存在纠纷，公司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的履行发生潜在纠纷的可能性小。 

2、不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含：

工程施工：通信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可承接：工程投资额 2000万元以下通信业务网络、

电信支撑网络及工程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下的电信基础网络等通信信息网络建设工程总

体方案规划、设计、设备配置与造型、软件开发、工程实施、工程后期的运行保障等业

务）。 

公司现持有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类资质证书的具体情况为： 

业

务

类

型 

证书 

名称 
权利人 有效期 

证书 

编号 
发证机关 证书内容 

通

信

工

程

施

工

类 

通信信息

网络系统

集成企业

资质证书 

华南 

设计 

2011.12.2

3-2016.11

.09 

通信

（集）
0921800

2 

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

化部 

业务种类：系统集成 

资质等级：乙级 

业务范围：通信业务网、电信

支撑网、电信基础网 

信息通信

建设企业

服务能力

证书 

华南 

通信 

2017.05.2

3-2020.05

.22 

通信

（集）
1721800

5 

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 

资质等级：乙级 

业务范围：具有承担工程投资

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信息通信

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的能力 

通信建设

工程企业

安全生产

合格证 

华南 

通信 

2017.07.2

0-2020.07

.20 

通信（企

安）
1718003

0 

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 

业务范围：通信信息网络系统

集成 

经本所律师核查，通信工程施工类的“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乙级）”

有效期至 2016年 11 月 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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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国务院取消了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认定，因此，公司不再办理《通

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取消通信信息网

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等 4 项行政审批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的规定，自 2013 年三季度

起，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的资格认定工作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负责实施，具体工

作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承担，据此，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取得

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的“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证书（乙级）”继续开展同类

型业务，业务范围未受限。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管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和公司的

说明，公司在通信建设领域，没有因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大信审字[2017]第 29-00033号”《审计报告》、股改《审计报

告》和《审计报告》、《公司章程》和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有持续的运营记录，亦不

存在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经营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

者破产申请的情形。因此，公司目前不存在停业的风险。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险。 

3、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或资质不全的分包商的情形，公

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4、请公司补充披露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1）公司工程用工方式，

是否存在劳务分包，如有，请公司补充披露劳务分包公司的资质情况；（2）劳务分包

公司与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若公司存在将工程

分包给无资质或资质不全的分包商的情形，上述瑕疵是否已经全部规范，公司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华桂劳务公司的合同、《合作备忘录》、公司财务资

料并访谈公司管理层，公司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7 月通过向华桂劳务

公司采购劳务的金额分别占公司当期劳务采购总额的 84.98%、16.47%和 0%。公司与华

桂劳务公司签订的均为劳务派遣合同而非劳务分包合同。公司与华桂劳务公司签订劳务



 

关于广西华南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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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派遣合同的具体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第（一）

项“重大合同情况”之“1、采购类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桂劳务公司具备与公司建立劳务派遣合同关系的相应资质。华

桂劳务公司相关资质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书名称 

核发 

有效期 

证书 

编号 

发证 

机关 
证书主要内容 

1 

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

证 

2014 年 11 月

28 日-2017

年 11 月 27

日 

4501002014118 

南宁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2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2015 年 3 月

27 日-2018

年 3 月 26 日 

11715Q00007-03R1S 

上海英格尔

认证有限公

司 

经现场评审满足：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认证范围：国内劳务派遣（含

资质范围内劳务工程分包人

员的派遣） 

3 

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

书 

2011 年 11 月

30 日 
C5134045010801 

南宁市建设

委员会 

 资质等级：架线工程作业劳

务分包（不分等级）的承包工

程范围为：可承担各类工程的

架线分包业务，但单项业务合

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的 5 倍。 

4 
安全生产

许可证 

2016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5 月 21 日 

（桂）JZ 安许证字
[2012]000067 

广西壮族自

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根据公司的说明，在公司承接的一些通信设计和施工工程中，有时会出现自聘人员

无法满足用工需求的临时短缺情况，于此情形公司便与华桂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劳务派遣合同等资料，发现公司存在劳务派遣比例超过用工比例 10%等

违反《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情形。该情形已在《法律意见书》第十七部分“公司的劳

动用工、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第（六）项“劳务派遣情况”进行了披露。 

公司为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截至 2017 年 1 到 7 月份公司劳务派遣用工数量占用

工总量的比例为 0%，公司实际控制人党红飞、梁岳汉、刘建梅和韦林昌出具过规范劳

务派遣行为的承诺函，公司也没有因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保费用问题受到投诉、举报

及查处的案件或因此受理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情形。具体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第十

七部分“公司的劳动用工、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第（六）项“劳务派遣情况”所述。 



 

关于广西华南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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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桂劳务公司的公开信息、股东情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情况，以及公司的股东情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方情况，公司与

华桂劳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劳务派遣问题上曾经存在违规违法情形，但是该

问题已经纠正，且前述问题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公司在劳务派遣用工方面的问题

并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 

（2）经本所律师核查，2015年、2016 年公司在工程施工业务中的用工方式为在施

工现场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

员，其他施工人员主要采用劳务派遣人员；2017 年起，工程施工业务主要采用自有施

工人员。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劳务分包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劳务分包情形，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的挂牌条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以及《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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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法发包、转包、

违法分包及挂靠等情况，与发包人等不存在纠纷，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发生

潜在纠纷的可能性小； 

2、公司不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险； 

3、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或资质不全的分包商的情形； 

4、2015年、2016 年公司工程用工的方式为公司在施工现场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

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其他施工人员主要采用劳

务派遣人员，2017 年起，工程施工业务主要采用自有施工人员，公司不存在劳务分包

的情形； 

5、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劳务分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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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工程分包情形； 

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二） “（十）问题 12、关于业务资质。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公司以下事项并

发表明确意见：1）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对

其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是否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3）

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1、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工程勘察设计：电子

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乙级（凭资质证经营）；工程施工：通信信息

系统集成乙级（可承接：工程投资额 2000 万元以下通信业务网络、电信支撑网络及工

程投资额 1000万元以下的电信基础网络等通信信息网络建设工程总体方案规划、设计、

设备配置与造型、软件开发、工程实施、工程后期的运行保障等业务）；计算机网络综

合布线，计算机系统集成；通信技术开发及服务，通信工程设计服务（凭资质证经营）；

电脑产品及耗材、通信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外）的销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大信审字[2017]第 29-00033 号”《审计报告》、股改《审

计报告》、《审计报告》、主要业务合同、工商登记资料等资料，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向国内各大通信运营商、通信设计院及政企客户提供通信工程设计及通信工程施工等通

信网络技术服务，主要业务形式为：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等。2017 年 1-7月、2016

年度及 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2,965,880.70 元、31,498,442.40 元、

31,637,765.03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9.99%、99.60%、100%，公司主营业务突

出，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2）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取得的业务资质如下: 

业

务

类

证书名称 权利人 有效期 

证书 

编号 

发证机关 证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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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通

信

工

程

设

计

类 

工程勘察

资质证书 
华南通信 

2016.04.1

8-2019.12

.18 

B245005

589 

广西壮族

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

建设厅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乙

级。可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

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

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工程设计

资质证书 
华南通信 

2016.05.2

3-2020.10

.29 

A145005

582 

中华人民

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

建设部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有线通信）

专业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

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

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

术与管理服务。 

通

信

工

程

施

工

类 

通信信息

网络系统

集成企业

资质证书 

华南设计 

2011.12.2

3-2016.11

.09 

通信

（集）

0921800

2 

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

化部 

业务种类：系统集成 

资质等级：乙级 

业务范围：通信业务网、电信支

撑网、电信基础网 

信息通信

建设企业

服务能力

证书 

华南通信 

2017.05.2

3-2020.05

.22 

通信

（集）

1721800

5 

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 

资质等级：乙级 

业务范围：具有承担工程投资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信息通信网络

系统集成业务的能力 

通信建设

工程企业

安全生产

合格证 

华南通信 

2017.07.2

0-2020.07

.20 

通信（企

安）

1718003

0 

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 

业务范围：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

成 

涉

密

类 

涉密信息

系统集成

资质证书

(系统集

成) 

华南通信 

2015.12.1

4-2018.12

.14 

BM4500

2015122

0 

广西壮族

自治区国

家保密局 

业务种类：系统集成 

资质等级：乙级 

适用地域：广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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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密信息

系统集成

资质证书

（系统咨

询） 

华南通信 

2016.07.1

8-2019.07

.18 

JC30160

0336 

广西壮族

自治区国

家保密局 

业务种类：系统咨询 

资质等级：乙级 

适用地域：广西壮族自治区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了开展主营业务所需的业务资质；报告期内，

公司业务无需取得政府的行政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2、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1）本所律师通过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主要业务合同，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

范围经营的情况。 

（2）2017年 10 月 19日南宁市行政工商管理局出具无违法违规证明，证明公司在

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被查处的记录。 

（3）2017年 10 月 20日公司所在行业的主管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出具

证明，证明报告期内公司在通信建设领域不存在因违反有关通信行业管理法律、法规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3、资质续期情况  

（1）通信工程施工类的“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乙级）”有效期

至 2016年 11月 9日，公司不再办理《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的原因详

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问题 2”第（二）项“（九）问题 11、公开转让说明书

显示，公司业务中仍存在工程施工。„„”之“2、不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

风险”所述。 

（2）根据国家保密局于 2017年 3月 3 日下发的《涉密资质单位拟公开上市或在新

三板挂牌处理意见》（国保发[2017]11 号）、2015 年 11 月 24 日下发的《涉密信息系

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国保发[2015]13 号）以及《关于<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管理补充规定>的说明》的相关规定，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保密局提交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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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密资质单位涉密管理的控制措施》，承诺“2、在我司挂牌新三板后一年内，我司将

按照《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的要求，设立由我司控股 50%（不含）以

上的子公司作为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的承接单位。在我司拟设立的子公司符合《涉密

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一）项全部要求后，我司将向贵单位申请

并将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按照相关要求剥离到我司的子公司。” 

公司上述剥离措施符合《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的要求，公司已初

步制定了资质剥离方案，计划在新三板挂牌后立即逐步实施。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资质齐备、开展业务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因

超越资质、超越范围经营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公司现有资质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不

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 “（十三）问题 16、关于失信记录。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

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

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

公司是否符‘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访谈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查

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报告期内，华南通信无控股子公司。经查阅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的《个人信用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和《声明与承

诺书》，确认上述人员报告期内信用记录良好，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经查阅公司《企

业信用报告》，申请挂牌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不良征信记录。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系统、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网站，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申请挂牌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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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询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广西壮族自治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南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

区地方税务局等网站，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

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

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经查阅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确认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而受到国家行政机关或行业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公司进行了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本所律师已按要求进行核查；前述主体不存在因

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

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申请挂牌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请公司将前五大客户属于同一集团下的公司的进行归集，按照同一控制下口

径分别列示并合并披露客户，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进一步对归集后的前五大客户真实

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根据本次更新前五大客户相关数据，本所律师修改《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公

司的重大债权债务”中第（一）项“报告期内重大合同情况”之“2、销售类合同”的

部分内容如下： 

序

号 
签订日期 客户名称 主要内容 

 合同项下的结算

金额（元） 
履行情况 

6 
2015 年 1

月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设计

院有限公司

（甲方） 

公司作为甲方的技术配合供应

商，在甲方 2015 年立项项目服

务期限内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

件，为甲方提供相应技术配合

服务 

 

 

 

 

 

 

 

 

 

 

 
 

正在履行

（部分项

目未完成

收款） 

7 
2017 年 1

月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设计

院有限公司

（甲方） 

公司作为甲方广西有线技术配

合服务供应商，在甲方 2015 年

增补的立项项目服务期限内按

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为甲方

提供相应技术配合服务 

正在履行

（部分项

目未完成

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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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订日期 客户名称 主要内容 

 合同项下的结算

金额（元） 
履行情况 

8 
2017 年 1

月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设计

院有限公司

（甲方） 

公司作为甲方广西无线技术配

合服务供应商，在甲方 2015 年

增补的立项项目服务期限内按

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为甲方

提供相应技术配合服务 

 

 

 

 

2015 年度
2,782,774.36 

2016 年度
7,486,166.92 

2017 年 1-7 月
4,546,966.28 

 

 

 

正在履行

（部分项

目未完成

收款） 

9 
2017 年 1

月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设计

院有限公司

（甲方） 

公司作为甲方广西南宁、桂林、

柳州、河池、来宾、贺州、百

色区域无线专业技术配合服务

供应商，在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立项的项目

期限内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

为甲方提供相应技术配合服务

工作 

正在履行 

10 
2016 年 12

月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设计

院有限公司

（甲方） 

公司作为甲方广西桂林、贺州

区域有线专业技术配合服务供

应商，在 201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立项的项目，期

限内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

为甲方提供相应技术配合服务

工作 

正在履行 

11 
2016 年 5

月 

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

团海南省电

信公司、中国

电信集团公

司海南网络

资产分公司

（甲方） 

公司作为甲方通信项目的供应

商，在 2016 年期限内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条件和具体合同或订

单，承担具体通信工程的技术

咨询、网络规划、可行性研究、

方案设计、工程项目设计等工

程设计工作 

2015 年度
1,699,179.23 正在履行

（部分项

目未完成

收款） 

2016 年度 

1,012,165.57 

 

四、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

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

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

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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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通过核查报告期初至审查期间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往来科

目明细账、会计凭证及银行流水等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资金往来发生额 

①应收项目 

单位：元 

关联方 2015 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富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7,232,685.35 6,048,358.99 9,414,254.13 3,866,790.21 

其他应收款     

富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66,604.00 21,700.00 44,904.00 

梁岳汉 70,000.00 115,000.00 185,000.00 - 

刘建梅 1,081.00 68,000.00 21,081.00 48,000.00 

阮世瑶 93,508.40 328,814.60 354,684.00 67,639.00 

魏春 - 67,050.00 67,050.00 - 

黄力 - 14,500.00 675.20 13,824.80 

合计 7,397,274.75 6,708,327.59 10,064,444.33 4,041,158.01 

注：2015 年 12 月 31 日阮世瑶、魏春、黄力不属于关联方，故关联方交易中，截

止 2015年 12月 31 日公司与上述三人的关联方往来余额填列为 0。 

基于上表所述，公司与富春股份因正常发生关联方销售交易而产生资金往来，不存

在其他资金占用情形。 

单位：元 

关联方 2016 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富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866,790.21 - 1,849,657.28 2,017,132.93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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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4,904.00 40,000.00 104.15 84,799.85 

党红飞 - 106,400.00 39,024.60 67,375.40 

刘建梅 48,000.00 - 22,103.53 25,896.47 

韦林昌 - 55,125.00 55,125.00 - 

阮世瑶 67,639.00 419,000.00 222,766.00 263,873.00 

黄力 13,824.80 24,000.00 2,325.00 35,499.80 

合计 4,041,158.01 644,525.00 2,191,105.56 2,494,577.45 

关联方 2017 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 年 7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富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7,132.93 - - 2,017,132.93 

其他应收款     

富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4,799.85 - - 84,799.85 

党红飞 67,375.40 30,000.00 96,519.00 856.40 

刘建梅 25,896.47  31,331.47 -5,435.00 

阮世瑶 263,873.00 170,000.00 433,225.00 648.00 

魏春 - 249,936.00 246,400.00 3,536.00 

黄力 35,499.80 - 35,499.80 - 

合计 2,494,577.45 449,936.00 842,975.27 2,101,538.18 

注：其他应收款中刘建梅余额为-5,435 元，期末重分类至其他应付款。 

A、公司在 2015年 12月之前作为富春股份的子公司，富春股份为完成在广西中标的部

分项目向公司采购劳务。由于富春股份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及部分政企客户的项目未完全

验收结算并足额获得工程款，因此，截止 2017年 7月 31日，富春股份仍应付公司工程勘察

设计费 2,017,132.93元，应付履约保证金 84,799.85元。 

经公司与富春股份进一步对账及结算，富春股份期后已向公司支付工程勘察设计费

1,243,651.81元，履约保证金 72,565.85元，结算收入 856.18元。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

具之日，富春股份仍有工程勘察设计费 774,337.30元、履约保证金 12,234.00元未向公司

支付。根据富春股份出具的《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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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说明》，“除上述业务形成的往来款尚未结算外，不存在因经营项目以外的原因占用

华南通信资金的情形。” 

B、截止 2017年 7月 31日，公司应收党红飞、阮世瑶、魏春合计 5,040.40元，款项性

质为备用金暂借款，以上款项的借支手续均按照公司备用金管理制度的相关审批程序执行，

其借支额度未超出公司规定的额度范围。 

②应付项目 

单位：元 

关联方 2015 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刘建梅 - 39,253.20 - 39,253.20 

阮世瑶 2,000.00 - 2,000.00 - 

黄力 - 59,940.00 59,400.00 540.00 

合计 2,000.00 99,193.20 61,400.00 39,793.20 

关联方 2016 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刘建梅 39,253.20 - 39,253.20 - 

黄力 540.00 - 270.00 270.00 

合计 39,793.20 - 39,523.20 270.00 

关联方 2017 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7 年 7 月 31 日 

其他应付款     

刘建梅 - - - 5,435.00 

黄力 270.00 - - 270.00 

合计 270.00 - - 5,705.00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的往来余额 

单位：元 

关联方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 

刘建梅          -             -        5,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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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4,337.30     12,234.00           -    

魏春          -       39,817.00   - 

合计    774,337.30  52,051.00    5,435.00 

注：其他应收款-魏春余额 39,817.00 元，其中 40,000.00 为年会筹办备用金借款，

公司尚未支付其报销费用 183.00 元。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只存在因经营业务

产生的资金往来，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五、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

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答复： 

本所律师已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及《公

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

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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