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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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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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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1-4号）》《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为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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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北京市金开

（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隆盛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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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法律意见书》）。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下称《第一次反馈意见》），本所律

师特对《第一次反馈意见》中需由律师说明或解释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北京市

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隆盛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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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2018 年 3 月 1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关于关

于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下称《第二

次反馈意见》），本所律师在对公司与本次申请挂牌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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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具《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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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须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使用，《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被《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修改的

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声明的

事项以及所使用的简称仍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目的使用，未经本所项目

经办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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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特殊问题 

一、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1” 

关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消防安全问题。请公司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场所

情况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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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1）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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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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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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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回复： 

（一）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以及

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 

1.经营场所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系租赁

玉龙化工的场地，具体如下： 

出租方 合同签订日期 地址 面积 期限 

玉龙化工 2007.6.17 
青白江大湾镇黄金

北路 1号 

玉龙化工原化工分

厂的全部场地 
2007.8-2022.8 

2.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消防验收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情况 

根据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 年修订）、《建设工程

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 年修订)等规定，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应当办理消防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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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备案手续。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0 年，公司为扩大生产

并经玉龙化工同意，在 500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旁扩建了 700吨/年铜催化剂生

产线构筑物，形成了 12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规模。但因玉龙化工及青白江区人

民政府出台的城市规划的新政策等原因，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

日，该构筑物未能取得规划报建手续，因此，也无法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 

2018 年 2 月 6 日，成都市青白江区公安消防大队对公司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并出具《消防监督检查记录》（编号：[2018]第 0126 号）。根据该监督检查记

录，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建筑防火、安全疏散、消防给水设施等方面未有异常情

况，消防大队未要求公司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也未对公司进行消防处

罚。 

（二）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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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之日，公司扩建的 7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未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明等文件，因此，无法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鉴于此，公司可能存在被消防

部门消防处罚的法律风险。但鉴于： 

1.成都市青白江区公安消防大队对公司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并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出具《消防监督检查记录》（编号：[2018]第 0126 号）。经成都市青白江

区公安消防大队检查，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建筑防火、安全疏散、消防给水设施

等方面未有异常情况。 

2.根据《审计报告》、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受到

消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处罚而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情形。 

3.公司 700 吨/年铜催化剂建设项目经过了安全评价报告，公司在实际经营

管理中，重视消防设施建设投入与消防安全培训，基本具备了消防安全的必要条

件。  

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承诺说明，因青白江区智慧产业城发展的需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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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区人民政府出台了城市规划的新政策，包括玉龙化工租赁给隆盛股份的场地

在内的区域，暂时不能办理新建、扩建、改建房屋；改变房屋、土地用途及性质；

房屋转让、分割赠与等手续。待上述限制政策放宽且租赁场地能够继续办理规划、

转让等手续后，公司将协助玉龙化工立即补办相关建设规划等合规手续，或由玉

龙化工将租赁土地以公允价格转让给公司，并由公司自身依法办理建设规划等合

规手续。公司承诺待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即申请办理相关消防备案手续。 

5.公司控股股东胜恒科技出具《承诺》，承诺：“本公司作为成都隆盛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原成都隆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的控股股东，若因

公司 12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的消防方面问题被相关政府部门责令停止使用，

导致公司因无法继续使用该生产线而产生的一切损失，本公司将无条件以自有资

产（不包括对公司享有的权益资产）承担任何补缴、滞纳金、行政处罚、赔偿、

补办手续、拆除搬迁等一切责任，确保不会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同时加强对公

司日后的生产经营管理，保证公司将严格依法生产经营。” 

6.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文军出具《承诺》，承诺：“本人作为成都隆盛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原成都隆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若因

公司 12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的消防方面问题被相关政府部门责令停止使用，

导致公司因无法继续使用该生产线而产生的一切损失，本人将无条件以自有资产

（不包括对公司享有的权益资产）承担任何补缴、滞纳金、行政处罚、赔偿、补

办手续、拆除搬迁等一切责任，确保不会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同时加强对公司

日后的生产经营管理，保证公司将严格依法生产经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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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共有两条生产线，分别为 500 吨/年铜催化剂及 700吨/年铜

催化剂生产线。其中 5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拥有两个还原床、两个氧化床，

7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拥有两个还原床、四个氧化床，两条生产线共用一套

干燥塔，此外，两条生产线中各生产设备均为独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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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设备闲置导致零部件损坏等情况的出现，并最大化现有设备运转效

率，报告期内，公司均匀投料使用现有设备，两条生产线产量比约为氧化还原床

数量比：4（500吨/年生产线）:6（700吨/年生产线）。 

根据测算，报告期内 7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情况如

下： 

2017 年 1-8月生产线生产经营及财务贡献情况表 

项目 500吨/年生产线 700吨/年生产线 合计 

产能（吨/年） 500.00 700.00 1,200.00 

产量（吨/年） 83.00 124.49 207.49 

财务贡献-营业收入（元） 9,149,221.59 13,723,832.39 22,873,053.98 

财务贡献-营业利润（元） 572,346.67 858,520.00 1,430,866.67 

财务贡献-利润总额（元） 575,962.68 863,944.01 1,439,906.69 

财务贡献-净利润（元） 466,003.32 699,004.99 1,165,008.31 

2016年生产线生产经营及财务贡献情况表 

项目 500吨/年生产线 700吨/年生产线 合计 

产能（吨/年） 500.00 700.00 1,200.00 

产量（吨/年） 172.14 258.20 430.34 

财务贡献-营业收入（元） 12,054,693.94 18,082,040.90 30,136,734.84 

财务贡献-营业利润（元） 708,663.67 1,062,995.50 1,771,659.17 

财务贡献-利润总额（元） 714,777.20 1,072,165.79 1,786,942.99 

财务贡献-净利润（元） 546,061.89 819,092.84 1,365,154.73 

2015年生产线生产经营及财务贡献情况表 

项目 500吨/年生产线 700吨/年生产线 合计 

产能（吨/年） 500 700 1,200.00 

产量（吨/年） 189.91 284.87 474.78 

财务贡献-营业收入（元） 16,007,298.58 24,010,947.87 40,018,246.45 

财务贡献-营业利润（元） 964,289.65 1,446,434.48 2,410,724.13 

财务贡献-利润总额（元） 956,301.30 1,434,451.94 2,390,753.24 

财务贡献-净利润（元） 804,821.42 1,207,232.14 2,012,053.56 

2.7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停止使用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铜催化剂产能利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产能（吨） 产量（吨） 产能利用率 

2015年度 1200.00 474.78 39.57% 

2016年度 1200.00 430.34 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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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产能 1200 吨/年，近几年受下游有机硅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影

响，公司产能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产能利用率较低。报告期内，公司铜催化剂实

际产量均未超过 500吨/年。若扩建的 700吨/年生产装置被责令停止使用，公司

仍具有 500 吨/年产能的生产能力。根据公司结合目前下游客户需求以及对有机

硅行业需求情况的预测，该 500 吨/年产能的生产装置能满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3.针对公司自建 7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未能履行相关消防验收或备案手

续而被责令停止使用或消防处罚的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确保

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承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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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消防部门的监督检查记录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经营场所未发现消防异常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在实际经营管理中，重视消防

设施建设投入与消防安全培训，已采取应对消防安全风险的各项安全生产措施以

及制定相关制度，基本具备了消防安全的必要条件。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尽管公司 7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当时未及时

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但已经消防部门的监督检查，公司经营场所未发现消

防异常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消防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消防处罚的

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确保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承诺。因此，

公司未及时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的法律瑕疵不会对本次挂牌带来实质性障

碍。  

二、反馈意见之“公司特殊问题 2” 

关于公司“年产 1200 吨铜催化剂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验收问题。2017 年

7 月 16日，四川省林达安全咨询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成都隆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铜催化剂生产线出具《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1200t/a 铜催化剂的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可接受的程度。企业符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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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复审的安全要求。”（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及

“年产 1200 吨铜催化剂建设项目”的建设情况核查公司该项目是否需要并已经

完成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及竣工验收并发表明确意见。（2）若公司未依法完成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主管机关的明

确意见以及公司目前采取的规范措施核查相关事项的法律风险，并就是否符合

“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表明

确意见。 

律师回复： 

（一）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及竣工验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9 年修正）、《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

《成都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成安监[2006]165

号）等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中介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设计、预评价，

并报有关部门审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隆盛有限 2010 年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经玉龙

化工同意在租赁场地 500吨/年铜催化剂生产线旁扩建了 700吨/年铜催化剂生产

线，形成 12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规模。500 吨/年铜催化剂、700 吨/年铜催化

剂建设项目安全生产验收情况如下： 

1.2007 年 12 月 25 日，四川省长城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安全预评价

报告》：“从项目性质分析，尽管建设项目存在一定的火灾、爆炸、高温烫伤、

中毒窒息等危险有害因素，但本工程厂址周边环境状况适宜建厂，采用的生产工

艺技术及设备成熟可靠，只要在后续设计、施工、生产过程中严格落实可行性报

告中和本报告提出的各种安全对策措施，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后能满足相关法规、

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2.2008 年 1月 16 日，青白江安监局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安全专篇

备案登记表（备案号：青安监[2008]2号）：“经专家评审，成都隆盛化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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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500 吨/年铜催化剂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基本符合目前国家法律、

法规、规章和标准对比生产线安全生产方面的要求。” 

3.2008 年 6月 15 日，青白江安监局下发《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

查意见书》（青安监审试字[2008]1号），同意隆盛有限按照《成都隆盛化工有

限公司年产 500吨铜催化剂生产项目试生产方案》组织试生产。 

4.2008 年 6月 24 日，青白江安监局对隆盛有限提交的《关于“年产 500吨

铜催化剂生产项目”申请试生产的报告》出具审批（审查）意见：“同意试生产，

请严格按照试生产方案和应急救援预案组织试生产，确保安全。” 

5.2008 年 12月 22 日，青白江安监局对隆盛有限 500吨/年铜催化剂生产建

设项目出具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批复：“一、该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建设基本

符合《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同意专家组的验收意见，审

查并同意通过该项目设施的竣工验收。” 

6.2014 年 7月 21 日，四川省林达安全咨询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隆盛有

限铜催化剂生产线出具《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成都隆盛化工有限公司 1200t/a

铜催化剂的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可接受程度（基本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7.2014 年 9月 16 日，四川省林达安全咨询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隆盛有

限铜催化剂生产线出具《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成都隆盛化工有限公司 1200t/a

铜催化剂的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可接受程度（基本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具备危险

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取证条件。” 

8.2017 年 7月 16 日，四川省林达安全咨询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隆盛股

份铜催化剂生产线出具《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00t/a铜催化剂的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可接受程度。企业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使

用许可证复审的安全要求。” 

9.2017年 9月 26 日，青白江安监局出具《关于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安全生产相关情况的证明》： 

（1）隆盛股份的生产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催化剂及新型高分子合成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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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不属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定的矿山企业、

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无需要办理安

全生产许可证。我局对公司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了依法验收备案。 

（2）自 2015年 1 月 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隆盛股份能够遵守国家有关安

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在本辖区内不存在严重违反国家

或地方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3）自 2015年 1 月 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我局未发现隆盛股份安全生产

方面的事故或者纠纷，隆盛股份也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而被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1200吨/年铜催化剂建设项目已通过安全评

价和安监局的依法验收备案，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可接受程度；报告期内公司未出

现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或者纠纷，也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而被安监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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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情

况之外，公司监事周燧羿还担任成都嵘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

情形。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嵘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A6C849T8F 

成立时间 2017年 12月 18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销售:建材、针纺织品、服装、

日用杂货,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

子产品,医疗器械,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花卉、

苗木;机械设备的租赁及维修;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广告;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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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持股比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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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结尾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字盖章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由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由本所

负责人邓瑜律师及经办律师邓瑜律师、肖强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 

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正副本数量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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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隆盛新材料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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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之签字页） 

 

 

 

 

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邓瑜                                     邓瑜 

 

                                     经办律师：                 

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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