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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珠海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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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顾）字[2017]第 79 号 

致：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与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公司的

委托，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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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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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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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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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关于珠海菲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第二次反馈意见”）

的要求及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事实，在对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本次挂牌相关情况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特出具《北京大成律

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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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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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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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 

大成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以及使用的简称仍适用于《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已经到期。（1）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说明其

续期情况，如无法续期，请就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发表意见。 

经核查，公司已经取得新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资质类型 证书编号 有效期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143628 2018年 2月 11日至 2019年 2月 23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取得新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不存在无

法续期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的挂牌条件。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2 

据公司反馈意见回复，菲高科技及汇鑫垣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分别接到珠

海市斗门区环保局退回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通知，导致菲高科技与汇鑫垣

未办理完成环评验收、排污许可证。但菲高科技及汇鑫垣目前已取得了排污许

可证，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上述论述是否有矛盾

之处，公司及子公司汇鑫垣是否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目前是否已经快到期及公

司的续期情况。 

菲高科技关于建设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了环评批复、办理了

排污许可证。菲高科技 2018年 1月 12日接到珠海市斗门区环保局退回建设项目

竣工环保验收的通知，导致菲高科技未办理完成环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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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鑫垣关于建设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了环评批复。汇鑫垣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接到珠海市斗门区环保局退回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通知，

导致汇鑫垣未办理完成环评验收，未办理排污许可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菲高科技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

汇鑫垣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全润科技的建设项目尚在建设中无需取得排污许可

证。具体情况如下： 

资质类型 证书编号 有效期限 

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4404032017000022 2017年 10月 17日至 2018年 4月 16日 

《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

5年。试生产或者试运行项目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 1年。 

第十四条排污单位需要延续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限届满

30日前，向原发证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延续申请。” 

公司首次申领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有效期为 6个月，将于 2018

年 4月 16日到期。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可以在 2018年 3月 16日前开展延续排

污许可证的申请工作，经环保监管部门同意后领取新的排污许可证。公司在经营

过程中按照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的要求设置环保设施及运营，按照排污许可证副本

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珠海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环境保

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目前建设项目竣工环评验收的办理情况，是否存在无法办理的问题，

是否会受到处罚，是否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3）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

经营的要求。 

菲高科技关于建设项目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环评批复、办理排污许

可证，尚未通过当地环保监管部门的环评验收；汇鑫垣关于建设项目编制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通过环评批复，尚未办理排污许可证，尚未通过当地环保监管部门

的环评验收；全润科技关于建设项目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环评批复，建

设项目正在建设中。 

菲高科技与汇鑫垣未办理完成环评验收、排污许可证的原因如下 

① 行政法规重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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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月菲高科技及汇鑫垣提交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申请，该时点

正处于《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发布后等待 2017 年 10月 1日正式实施的过渡期间。本

次简政放权，在行政法规的层面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责任主体由环保部门

变更为建设单位，因此根据原《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制定的以环保监管

部门为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责任主体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号令）与新的上位法则产生根本性冲突而不再适用。 

② 环保部配套的部门规章晚于行政法规颁布 

各地环保监督部门接到生产经营企业提交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后，

依法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令）的规定开展验收工作。2017年 7月 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发布实施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并没有同时配套修订，

直至 2017 年 11月 20日配套出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

环规环评[2017]4 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③ 暂行办法实施后过渡期间较长、影响因素较多 

暂行办法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水、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生效实施前（2018 年 1月 1日）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修改完成前，应依法由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水、噪声或者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验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根据建

设项目产生污染类型的不同分为以下两类验收方式：第一，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

设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完成前，应依法由环境保护部

门对建设项目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验收；第二，建设项目需要配

套建设水、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应依法由建设单位自主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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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由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重大修订，而新的实施细则又晚于

行政法规月余出台，细则出台后对产生不同污染物的建设项目规定了不同的验收

责任主体，与此前环保监管部门作为责任主体的验收方式差别较大。在此过渡期

间建设单位、环保监管部门均对新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模式进行调整，因此

建设项目竣工环评验收工作一定程度上进展较为缓慢。菲高科技及汇鑫垣于

2018年 1月 12日分别接到珠海市斗门区环保局退回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通

知，导致菲高科技未办理完成环评验收，汇鑫垣未办理完成环评验收、未办理完

成排污许可证。 

目前建设项目竣工环评验收的办理情况，是否存在无法办理的问题，是否

会受到处罚，是否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及子公司收到环保局退回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申请后，已根据

暂行办法的规定聘请有能力的技术机构代为编制《验收监测报告》。该《验收监

测报告》正在编制中。公司及子公司的建设项目均通过了环评批复同意建设，公

司按照批复的要求建设项目，认真落实环保设施“三同时”制度，报告期内并没

有因为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被行政处罚的情形并由环保监

督机构出具了合规证明，公司及子公司的竣工环评验收不存在完全无法办理的问

题。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第二

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

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菲高科技及汇鑫垣均没有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评验收，可能会受到责令限期

改正等行政处罚，鉴于菲高科技及汇鑫垣的建设项目均通过了环评批复同意建设，

按照批复的要求建设项目，日常经营中认真落实环保设施“三同时”制度，报告

期内没有出现环保事故、也没有因为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被行政处罚的情形，珠海市环保局为此出具了合规证明。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6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竣工环评验收不存在不能办理的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虽然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但该风险较小，公司采取的风险管

理措施有效、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

营”的挂牌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

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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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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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页）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王隽 

 

 

经办律师：                

              刘晓红 

 

 

经办律师：                

黄慧敏 

 

 

经办律师：               

罗嘉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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