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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海山游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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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广州海山游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海山游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签订的

《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委托，担任贵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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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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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出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海山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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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海山游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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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现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的《关于广州海山游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之要求，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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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除另有所

指外，与《法律意见书》中的表述一致。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海山游乐新三板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海山游乐申请本次新三板挂牌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海山游乐在为本次新三板挂牌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

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

海山游乐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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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问题 1 

根据一次反馈回复，“公司租赁的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石海工业区的三

处房屋系用于仓储用途，目前未办理相应的消防验收、备案”，请明确上述房产

应履行的消防监管手续（区分验收、备案、安全检查、监督检查等监管方式），

如存在程序瑕疵，对其法律后果，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是否存在生产经营重

大风险隐患，请律师、主办券商补充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租赁房屋的消防验收、备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第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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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第十三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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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规定，“第十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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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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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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

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必须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且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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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及相关资料，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租赁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温

泉镇石海工业区的三处房屋及相应的消防备案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地址 
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号 

1 海山游乐 
广州市骏傲企

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石

海工业区石海工业大道

20 号 

440000WYS140030

748 

2 海山游乐 
广州市马悍达

贸易有限公司 

从化市温泉镇石海工业

区石海工业大道 18 号 
尚未取得 

3 海山游乐 广州市华浩食 从化市温泉镇石海工业
440000WYS090024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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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限公司 区石海工业大道 12 号 

上述序号“1”租赁房屋已完成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具体如下：建设单位：广

州市骏傲企业有限公司，工程名称：A 幢办公楼、B 幢宿舍楼、A1 车间、A2 仓

库装修工程，使用性质：办公、厂房、仓库、住宅，主要消防设计内容：室内装

修工程、室内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灭火器。 

上述序号“3”租赁房屋已完成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具体如下：建设单位：广

州市华浩食品有限公司，工程名称：广州市华浩食品有限公司车间，使用性质：

厂房，主要消防设计内容：土建工程、室内消火栓系统、灭火器。 

根据出租方广州市马悍达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上述序号“2”租赁房

屋尚未完成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该租赁房屋已配备消防设备及系统、应急通道等，

不存在因消防问题受到行政处罚或被消防部门抽查不合格的情况，目前出租方正

准备相关材料积极办理消防设施检验及备案，该房屋权属清晰，依法办理消防设

施检验及备案不存在障碍。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上述三处租赁房屋仅用于公司存储产品模具以及

材料，不属于人员密集的场所，亦不存在存放易燃易爆或用于公用用途的情况，

仅需要履行消防备案手续。公司作为承租方并非房屋所有权人及建设单位，公司

租赁的上述序号“2”房屋，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未进行消防备案而受到主管部门

处罚的风险。但上述租赁房屋主要是用于仓储，并非公司主要的生产场所，且可

替代性较强，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将尽快督促公司与出租方沟通，办理上

述租赁房屋的消防备案工作，并承担公司因租赁房屋的消防未备案所导致的罚款

及临时搬迁承担的费用等一切经济损失，同时，公司已在广东韶关新丰购买了 110

亩厂房用地，正在厂房基础建设中，预计在 2018 年 12 月底一期厂房将完工建成，

届时公司将把模具及材料搬迁至新丰，与出租方按期解除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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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租赁房屋不涉及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及危化物

品，该租赁场所不属于 《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

依法应当履行消除备案手续，上述租赁房屋目前已完成两处消防备案，另一处正

在进行消防备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将承担公司因租赁房屋的消防未

及备案所导致的罚款及临时搬迁承担的费用等一切经济损失。 

2. 安全检查、监督检查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规定，“第二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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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在已经备案的消防设计、竣工验收

工程中，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并向社会公告。对确定为检查对象的，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应当在二十日内按照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完成图纸检查，

或者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标准完成工程检查，制作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应

当向社会公告，检查不合格的，还应当书面通知建设单位。“第二十九条，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由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结合辖

区内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质量、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告。

对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不应低于百分之五十。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实施备案抽

查，不得擅自确定检查对象”。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相关资料，为确保消防安全，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配备了消防设备、应急通道等，并建立了消防管理制度，定期对生产经

营场所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对公司人员进行消防培训，提升员工的安全经营意

识。自租赁上述房屋以来，公司未出现公安消防部门对公司抽查不合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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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5 日，广州市从化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了关于公司无消防行政处罚

的证明，证明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有消防违法行为被该大队行政处罚记录在案。    

    2018 年 8 月 7 日，本所律师走访了公司住所地政府机关，对政府部门分管消防

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确认公司在消防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本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信用中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广东消防网（http://www.gdfire.gov.cn）查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消防问题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租赁房屋目前

已完成两处消防备案，另一处正在进行消防备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

将承担公司因租赁房屋的消防未备案所导致的罚款及临时搬迁承担的费用等一

切经济损失，上述租赁房屋尚未发生公安消防部门对公司消防安全抽查不合格的

情形，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及生产经营重大风险隐患。 

二、《反馈意见》问题 2 

根据一次反馈回复，“公司劳务分包合同大部分与自然人签订，并未取得合

法从事劳务分包业务的施工劳务企业资质，因此存在一定瑕疵，但目前公司大部

分产品安装已竣工验收…”，“公司施工安装中存在将辅助性工作分包给无资质

的自然人的情况…”，关于回复中“大部分产品安装”、“辅助性工作”结论性

意见依据，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辅助性工作的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辅助工作承揽合同、公司明细账、发票、支付凭证等资料，以及

本所律师对公司高管人员的访谈，报告期内公司施工安装中存在劳务分包，主要情

况如下： 

http://www.gdfir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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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多为大型水上游乐设备，在设备的安装施工工程中伴随着简单却繁重

的体力劳务工作，公司将技术性较低、辅助性、可替代性的工作采用劳务采购的形

式外包，如脚手架钢管搭拆、卸车、搬运、清洗修补等劳务工作。因此公司会外聘

工人辅助公司施工团队，分担简易的重体力劳务工作。 

公司主要负责水上游乐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具体包括设备基础预埋、钢结

构、设备成品、设备供水系统、设备电气系统和其他配套系统的安装工作，以及设

备各功能系统安装完毕的调试、验收工作。安装过程中设备预埋件的 X\Y坐标系、

立柱的垂直度和水平位置、设备拼接、设备供水系统、设备电气系统以及其他信号

灯、视频监控、流量监控等配套系统安装；设备各功能系统安装完毕以及水电到位

后，对设备进行单机以及整体调试，及调试完成后假人和真人试滑等工作，专业性

较强，对技术要求较高，该部分工作主要由公司专业的特种设备安装人员完成。 

根据公司提供的与个人签订的《设备安装工程辅助工作承揽合同》，合同中约

定，劳务分包方的工作范围包括：安装过程中的产品保护及滑道、立柱、支臂吊装

前泥土清洗、表面油漆修补，以及玻璃钢背面油漆修补；配合土建做好基础定位放

线工作；设备安装前期合同中设备基础预埋件、外管网和机房管道安装预埋件的预

埋指导工作，配合公司做好现场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因而，劳务分包方主要负责

脚手架钢管搭拆、卸车、搬运、清洗修补等技术性较低、辅助性的工作。 

2．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及完工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设备安装工程辅助工作承揽合同》及劳务分包涉及项目明细，

报告期内项目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及完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合同

份数 
合同总金额 

截至目前未

完工合同份

数（份） 

截至目前未

完工合同金

额（元） 

未完工合同份

数占总合同份

数比例（%） 

未完工合同金

额占总合同金

额比例（%） 
59 28,514,564.00 5 1,364,598.00        8.47      4.79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报告期内的项目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中，尚

未完工的合同份数为 5 份，未完工合同份数占比为 8.47%；未完工劳务分包合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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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1,364,598.00 元，未完工合同金额占总合同金额比例为 4.79%，公司 90%以上

的施工安装工程已验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劳务分包合同大部分与自然人签订，而自然人并未取得

合法从事劳务分包业务的施工劳务企业资质，因此存在一定瑕疵，但目前公司大部

分产品安装已竣工验收，且安装过程中亦未发生工程质量问题或安全事故问题，上

述瑕疵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较小。为了加强公司施工安装项目的质量管控、规范

生产经营，报告期后，公司对安装工程外聘自然人无资质情况进行了整改，目前公

司已与具备施工劳务企业资质的公司签署了劳务分包合同。 

综上，本所律师已对公司业务中所涉的辅助性工作及相关劳务分包产品的完工

情况进行核查，认为，公司施工安装中存在将一些辅助性工作分包给无资质的自然

人的情况，因此存在一定瑕疵，但目前公司大部分产品安装已竣工验收，且安装过

程中亦未发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或安全事故问题，上述瑕疵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较小；且公司正在逐步整改中，不会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签字盖章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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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海山游乐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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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卢跃峰                    卢旺盛： 

 

李晶晶： 

 

吴桂玲： 

 

裴  娜：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