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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奉贤燃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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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意字（2018）第 0768 号 

 

致：上海奉贤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依据与上海奉贤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或“奉贤燃气”）签署的《专

项法律服务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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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以下简称“《基本标准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开

展核查工作，于 2018年 12月 20 日出具《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

于上海奉贤燃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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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律意见书”）。现本所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月 9日下发的《关于上海奉贤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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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执业办法》、《执

业规则》等规定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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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奉贤燃气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股转

公司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四）奉贤燃气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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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挂牌转让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不对公司本次挂牌转让所涉及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

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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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结论的引用，除本所律师明确表示意见的以外，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

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

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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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奉贤燃气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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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问题 1、关于子公司申龙燃气，（1）请公司结合子公司

的具体业务补充披露设立子公司的必要性以及子公司与母公司的业务衔接情况。

（2）请公司补充披露子公司在公司业务流程中从事的环节与作用，以及公司与

子公司在业务上的分工与合作，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体系及实

际运作情况。（3）请公司补充披露子公司的收入构成，子公司主要客户，母子

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内部交易，如存在，请公司补充说明内部交易的最终实现情

况。请主办券商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4）请公司结合公司股权状况、

决策机制、公司制度及利润分配方式等补充说明并披露如何实现对子公司在人

员、财务、业务上的控制。（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子公司报告期内合

法规范经营情况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子公司报告期内合法规范经营情况并发表明确

意见。 

目前申龙燃气主要从事二次供水业务，同时协助配合公司进行燃气工程项目

的安全质量监管和项目的推进。 

根据申龙燃气出具的说明以及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申龙燃

气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不存在受到处罚情况。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申龙燃气公积金账户出于正常缴存状态，

申龙燃气自建立账户以来未有行政处罚记录。 

奉贤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涉税信息查询告知书，申龙燃气于 2016年 1

月至 2018 年 12月期间按期申报，无欠税、行政处罚信息。 

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申龙燃气不存在被行政处罚

情形，不存在劳动纠纷或争议引发的劳动仲裁事宜。 

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证明，2016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月

14日，未发现申龙燃气有违反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业务主管部门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出具证明，2016年 1

月至 2019年 1月 15日，申龙燃气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也未受到本单位的处罚。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企业环保守法情况证明》（沪奉环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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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3号），申龙燃气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未发生因环保违

法行为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况和投诉，无重大污染事故发生。 

上海市奉贤区公安局消防支队出具说明，2016年 1月 1日至说明出具之日，

公司及申龙燃气未受到消防方面的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龙燃气报告期内合法规范经营，不存在违法违规及

被处罚情况。 

二、《反馈意见》问题 2、关于公司吸收合并上海奉贤液化气经营有限公司。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该企业吸收合并是否存在职工安置遗留问题，债权

债务、资产、人事等相关事项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吸收合并后公司出资

的真实性、资本的充足性，股权比例的确定依据，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股

权方面的争议，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

方式、事实依据与分析过程。 

回复：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该企业吸收合并是否存在职工安置遗留问

题，债权债务、资产、人事等相关事项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经核查吸收合并时上海奉贤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贤有限”）的股东

会决议、奉贤有限与上海奉贤液化气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化气经营”）

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奉贤有限出具的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等资料，核

查《上海奉贤液化气经营有限公司拟被吸收合并涉及的资产和负债价值评估报告

书》（沪仟一评报字【2014】第 Z133号）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液化气经营系奉

贤有限的全资子公司，奉贤有限与液化气经营实行吸收合并，奉贤有限继续存在，

液化气经营注销，液化气经营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等并入到奉贤有限。

液化气经营的所有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奉贤有限接收，液化气经营的全部债权

债务由奉贤有限享有、承担。液化气经营的全体管理人员及员工于合并后成为奉

贤有限的管理人员及员工，其工作年限、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不变。根据公司的

说明，液化气经营吸收合并后由奉贤有限的全资子公司变更成为一个部门，其全

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均由奉贤有限享有、承担、接收。 

经核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奉贤分中心于 2013年12月出具的个人

账户集体转移核定表（在职），本次吸收合并中液化气经营共 106 名员工全部人

事关系均已转移至奉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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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液化气经营吸收合并后不存在职工安置遗留问题。液

化气经营的债权债务、资产、人事等相关事项均由奉贤有限继承，不存在纠纷或

潜在纠纷。 

（2）吸收合并后公司出资的真实性、资本的充足性，股权比例的确定依据，

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股权方面的争议，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的挂牌条件。 

经核查奉贤燃气的工商档案、吸收合并时奉贤有限的股东会决议、奉贤有限

与液化气经营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奉贤有限出具的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

明等资料，本次吸收合并后，奉贤有限的注册资本仍然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奉贤有限的股东及股本结构不变。 

根据公司股东交能集团、大众燃气出具声明：1、 本单位所持有的奉贤燃气

上述股份系由本单位实际持有，不存在为其他个人或实体代持或代为管理公司股

份的情形，本单位亦不存在委托其他个人或实体代本人持有或管理公司股份的情

形。2、 本单位所持奉贤燃气的股份系合法取得，不存在质押、冻结等受权利限

制的情形，不存在任何诉讼、仲裁或争议等现实或潜在的法律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吸收合并奉贤有限的注册资本、股东及股权机构

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奉贤有限出资的真实性、资本的充足性问题，不涉及股权比

例的变更，奉贤有限不存在股权代持及其他股权方面的异议，奉贤有限符合股权

明晰的挂牌条件。 

三、《反馈意见》问题 3、公司燃气工程业务流程中有委托第三方设计单位

进行设计和第三方管道安装单位进行安装的环节。关于前述外协业务，请公司

补充说明并披露：（1）外协单位的名称；（2）外协单位与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3）与外协单位的定价机制；（4）外协业务、

成本的占比情况；（5）外协单位是否依法具备相应资质，外协业务的质量控制

措施；（6）外协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重要性。请主办券商和

律师分别就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外协单位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2）公司对外协单位是否存有依赖;（3）结合行

业法律法规,核查分析外协生产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1）外协单位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外协单位名单资料以及适当核查相关合同，公司外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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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及主要外协业务内容清单如下： 

序

号 
单位名称 外协业务内容 类别 

1 上海华凤建设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管道施工 

工程施工 

2 上海连通实业有限公司 管道施工 

3 上海思源管线安装有限公司 管道施工 

4 上海嘉顺燃气具有限公司 管道施工、表具安装 

5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管道施工 

6 上海奉煜燃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管道施工、表具安装 

7 上海黄欣燃气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报警系统安装 

8 上海祺捷电子有限公司 报警系统安装 

9 上海源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报警系统安装 

10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管道施工 

11 上海东方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钢管焊口检测 

12 苏州市方正建工防物有限公司 钢管防腐 

13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 

 

根据公司及公司董监高出具的声明，以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

外协单位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为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众燃气”），大众燃气持有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0%

股权，大众燃气持有公司 30%股份，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与公司不构

成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俞华康、庄建浩、朱驰峰，监事闻人青系大众燃气提名。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及公司董监高与上述外协单位不存在其他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俞华康、庄建浩、朱驰峰，监事闻人青系公

司股东大众燃气提名，大众燃气为外协单位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持股

10%的股东。除上述关系外，外协单位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有其他关系。 

（2）公司对外协单位是否存有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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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为燃气用户提供入户安装服务，即用户在公司营业网点提出用

气申请后，与公司签订燃气安装及供气协议。公司根据不同类型用户的用气规模、

地理位置等与客户洽谈接气方案，然后委托设计单位设计后，公司聘请具备相应

资质的燃气管道施工安装公司组织管道安装施工，完工后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

开展燃气供应和销售业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燃气工程业务流程中自主选择合作单位，公司根据燃

气工程项目作业所需资质选择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合作，公司有权选择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第三问题（1）回复中表格名单中外协单位，也有权选择除表格名单

中以外的外协单位进行合作。公司业务可分为提供管道天然气、瓶装液化气、燃

气工程三个类别。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 月-8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天然气 447,665,133.03 80.54% 547,129,015.78 66.98% 584,325,103.66 75.99% 

燃气工程 78,418,346.40 14.11% 232,154,752.87 28.42% 144,460,802.65 18.79% 

液化气 12,724,246.68 2.29% 19,712,857.39 2.41% 17,949,934.15 2.33% 

其他业务 16,997,650.42 3.06% 17,856,784.00 2.19% 22,221,317.96 2.89% 

合计 555,805,376.53 100.00% 816,853,410.04 100.00% 768,957,158.42 100.00% 

燃气工程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较低，对公司总收入影响较小。所以，公司对外协

单位不存在依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燃气工程业务流程中自主选择合作单位，公司根

据燃气工程项目作业所需资质选择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合作，公司对外协单位

不存在依赖。 

（3）结合行业法律法规,核查分析外协生产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燃气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等行业法律法规规定，管道燃气经营者对其供气范围内的市政燃气设施、

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承担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

责任。以上法律法规并未禁止管道燃气经营者对燃气工程业务流程中的部分业务

外包，是否对燃气工程业务流程中的业务进行外包是管道燃气经营者自主决定的

法律行为，所以公司进行外协生产不违反法律法规，且该种外协生产系属于行业

惯例。 

经核查公司合作的外协单位资质如下表，外协单位具备相关业务资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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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应的燃气工程项目外包给上述单位合法合规。 

工程施工类 

序

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资质类别及等级 

1 

上海华凤建设

配套工程有限

公司 

D231492260 
2021年 01月 31

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TS3831A81-2020 
2020年 9月 16

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压力管道）GB1（含 PE）、GC2 

2 
上海连通实业

有限公司 

D231516759 
2021年 03月 16

日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TS3831A45-2019 
2019年 9月 28

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压力管道）GB2（1）、GB2（2）、

GB1（含 PE）、GC2 

3 
上海思源管线

安装有限公司 

D231252350 
2021年 01月 03

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TS3831A02-2022 
2022年 4月 25

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压力管道）GB1（含 PE）、GC2 

4 
上海嘉顺燃气

具有限公司 

D231508225 
2021年 02月 15

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TS3831D16-2022 
2022年 11月 9

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压力管道）GB1（限 PE） 

5 

上海煤气第二

管线工程有限

公司 

D131021945 
2021年 01月 13

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D231238926 
2020年 11月 24

日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TS3810166-2019 2019年 8月 4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压力管道）GA1乙级/长输管

道、GB1级（含 PE）/公用管道、

GC1/工业管道、甲级 

6 

上海奉煜燃气

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D231520945 
2021年 03月 30

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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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黄欣燃气

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D231231658 
2020年 11月 15

日 

消防设施工程施工专业承包贰

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 

TS2721118-2021 
2021年 8月 17

日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管

道）B1、B2 

8 
上海祺捷电子

有限公司 
D231235778 

2020年 11月 18

日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9 
上海源安安全

科技有限公司 
D231100347 

2020年 10月 9

日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10 

上海煤气第一

管线工程有限

公司 

D131085051 
2021年 06月 01

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D231236422 
2020年 11月 19

日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TS3810165-2019 
2019年 9月 18

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压力管道）GA1乙级/长输管

道、GB1级（含 PE）/公用管道、

GC1级/工业管道、甲级 

11 

上海东方无损

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TS7310070-2020 2020年 9月 6日 CG-常规检测，特种设备检测 

12 

苏州市方正建

工防物有限公

司 

D232063229 2021年 1月 8日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保贰

级 

工程设计类 

13 

上海燃气工程

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A131004573 
2020年 03月 17

日 

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专业甲

级 

A231004570 
2019年 08月 19

日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石油及化工

产品储运乙级，市政行业热力

工程乙级 

TS1810744-2019 
2019年 7月 14

日 

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压力管

道）GA(1)、GA2级/长输管道

GB1、GB2级/公用管道 GC1(2)、

GC2级/工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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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外协单位合作生产不违反行业法规，外协单位具

备相应的资质，公司将相应的业务委托给具备资质的外协单位生产亦合法合规。

所以，公司外协生产合法合规。 

四、《反馈意见》问题 4、关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资质及公司人员资

质问题，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

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包括但不限于天然气及液化气

的存储、运输，燃气工程等），公司相关业务人员是否持有从事相关业务所需

要的全部资质，并对公司及人员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否合法合规性

发表意见；（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公

司相关业务人员所持有的资质是否存在超越资质、使用过期资质从事相关业务

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

险、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3）公司是

否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公司相关业务人员是否存在所持有相关资质

即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

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请公司就未披露事

项作补充披露。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包括但不限于

天然气及液化气的存储、运输，燃气工程等），公司相关业务人员是否持有从

事相关业务所需要的全部资质，并对公司及人员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

的否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经核查，公司已获得的许可、资质如下： 

序

号 

企业名

称 
证书名称 资质内容 发证单位 编号 有效期 

1 
奉贤有

限 

燃气经营许

可证 

管道燃气（天然

气）、瓶装燃气（液

化石油气） 

上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

委员会 

沪

2014-0016-

0007G（t）P

（y） 

2016/4/17

-2024/4/1

6 

2 
奉贤有

限 

气瓶充装许

可证 
液化石油气 

上海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TS4231188-

2019 

2015/10/1

5-2019/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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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奉贤有

限（食

堂） 

食品经营许

可证 

单位食堂，热食类

食品制售、冷食类

食品制售 

上海市奉贤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JY33101200

006638 

2017/2/14

-2022/2/1

3 

4 
奉贤有

限 

上海市燃气

器具安装维

修许可证 

众杰（家用燃气

灶）、林内（家用

燃气灶、燃气热水

器） 

上海市燃气管

理处 

3017110000

0167 

2017/9/26

-2020/9/2

5 

5 
西渡供

应站 

上海市燃气

供气站点许

可证 

供气种类：液化石

油气，供气方式：

瓶装供应站 

上海市燃气管

理处 

2017052010

532 

2018/1/4-

2021/1/3 

6 
奉城供

应站 

上海市燃气

供气站点许

可证 

供气种类：液化石

油气，供气方式：

瓶装供应站 

上海市燃气管

理处 

2017052010

531 

2018/1/4-

2021/1/3 

7 
青村供

应站 

上海市燃气

供气站点许

可证 

供气种类：液化石

油气，供气方式：

瓶装供应站 

上海市燃气管

理处 

2017052010

525 

2018/1/4-

2021/1/3 

8 
南桥储

配站 

上海市燃气

供气站点许

可证 

供气种类：液化石

油气，供气方式：

燃气储存储装站 

上海市燃气管

理处 

2017052010

528 

2018/1/4-

2021/1/3 

9 
贝港供

应站 

上海市燃气

供气站点许

可证 

供气方式：瓶装供

应站 

上海市燃气管

理处 

2017007010

653 

2017/9/4-

2020/9/3 

10 
申龙燃

气 

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 

市政公用工程总

承包三级 

上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

委员会 

D231253440 
2016/1/7-

2021/1/6 

11 
申龙燃

气 

安全生产许

可证 
建筑施工 

上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

委员会 

（沪）JZ安

许证字

[2016]1908

90 

2016/11/2

8-2019/11

/27 

 

关于公司的天然气燃气工程项目设计、项目施工，公司不直接从事燃气工程

设计、施工业务，燃气工程设计、施工均外包给有资质的外协单位。关于公司的

液化气存储和充装业务，由公司的一个储配站和四个供应站负责。一个储配站：

南桥储配站负责液化气的存储和充装，具有上海市燃气供气站点许可证、气瓶充

装许可证，公司有四个液化气供应站：西渡供应站、奉城供应站、青村供应站、

贝港供应站，均具有上海市燃气供气站点许可证。关于公司的液化气运输，公司

委托上海奉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责液化气运输，上海奉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具

备危险品运输资质，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含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1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包

括但不限于天然气及液化气的存储、运输，燃气工程等）。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所获得的业务资质证书如下： 

姓名 职务 行业类别 有效期限 发证单位 

石东 
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 

企业主要负责

人 

2021年 04月 30

日 

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 

朱驰峰 总经理 

危险化学品生

产单位主要负

责人 

2021年 05月 28

日 

上海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杨琼莲 
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危险化学品生

产单位主要负

责人 

2021年 05月 28

日 

上海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陈明 副总经理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2021年 04月 30

日 

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 

沈秀梅 
客户服务部经

理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2021年 04年 30

日 

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 

徐金春 
客户服务部副

经理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2021年 04年 30

日 

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 

冯林英 
燃气营运部副

经理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2021年 04年 30

日 

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 

沈强 
燃气营运部经

理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2021年 04年 30

日 

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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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所获得的业务资质证书如下： 

①公司运行、维护和抢修类别人员拥有的资质情况如下： 

证书名称 发证机构 
公司持证人员数

量 

燃气输配场站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 
17 

燃气管网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 
13 

燃气用户检修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 
9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岗位证

书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 
12 

②公司从事特种设备作业的相关人员资质情况如下： 

作业项目 
项目代

号 
发证机构 公司持证人员数量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

人 
A1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 
2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安全管理 
A3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 
5 

压力管道巡检维护 D1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 
19 

固定式压力容器操作 R1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 
3 

液化石油气瓶充装 P4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 
5 

 

经核查公司业务人员持有证书情况以及根据公司说明，公司相应的业务岗位

人员均需持证上岗，否则不允许从事相应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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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因不具备相应资质或者公司员工不具备相应

资质受到处罚。根据上海市奉贤区燃气管理所 2018年 9月出具的证明，奉贤燃

气从 2016 年 1月 1日至出具证明之日，不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未受到奉贤燃

气管理所的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公司相关从业人

员具备与其从事业务相匹配的资质，公司及其业务人员从事相应业务合法合规。 

（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公司相关

业务人员所持有的资质是否存在超越资质、使用过期资质从事相关业务的情况，

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

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经核查公司所持有的资质、许可证书以及公司部分业务合同，公司不存在超

越资质许可范围经营的情况。公司持有证书均在有效期限内，不存在使用过期资

质情况。 

经核查公司相关业务人员的资质证书，以及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的主要管

理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包括但不限于输配、

检修、安检、管网及客户服务等人员均需持证上岗，不存在无证作业的情况。公

司有三名员工王强、马育欢、袁强持有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管理证书》，

证书有效期限均为 2018年 12月 21日，但前述三人均已于 2018年 12月 25日接

受奉贤区特种作业人员年度教育培训，目前续办证书尚未下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使用过期资质的情

况；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公司相关业务人员所持有

的资质不存在超越资质的情况，公司三名员工已接受相关证书年度教育培训，目

前仅是续办证书尚未下发，除此外，公司相关业务人员不存在使用过期资质从事

相关业务的情况。 

（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公司相关业务人员是否存在

所持有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

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公司的资质证书、许可等，公司持有的气瓶充装许可证于 2019年 10

月 14日到期，申龙燃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于 2019年 11月 27日到期，其余资质

证书、许可均于 2020年之后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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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管理岗位及员工的资质证书、许可等，公司主要的管理岗位人员

持有的资质证书均于 2021年到期，其余的相关业务人员其中少数部分从业人员

的证书存在资质证书即将到期的情况。根据公司说明，公司会组织相关员工进行

考核并有专门的负责人对员工资质证书定期进行检查监督，防止员工资质过期。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相关资质即将到期的情况，公司主要的管

理岗位人员持有的资质证书均于 2021年到期，其余的相关业务人员中部分从业

人员的证书存在资质证书即将到期的情况，公司会组织相关员工于资质到期前按

相关规定进行续期培训续期证书，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五、《反馈意见》问题 5、关于特许经营权，请公司补充说明目前公司的日

常经营管理、供气安全、供气品质和服务质量等各方面是否符合其所被授予的

特许经营权的要求，是否存在特许经营权被取消或提前终止的风险。请主办券

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前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请补充核查公司是否存在超越

特许经营权的业务核准范围开展业务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范围、地域范

围等。 

回复：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上海

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从事燃气生产、输配以及销售活动的，应当取得燃气经

营许可证。公司目前持有燃气行业领域内的燃气经营许可证、燃气供应站点许可

证等许可，燃气经营许可证于 2024 年到期，燃气许可证不存在取消或提前终止

的情形。 

根据上海市奉贤区燃气管理所 2018年 9月出具的证明，奉贤燃气从 2016

年 1月 1日至出具证明之日，不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未受到奉贤燃气管理所的

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事燃气经营业务已经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不

存在燃气经营许可被取消或提前终止的风险，奉贤燃气不存在超越特燃气经营许

可的业务核准范围开展业务的情形。 

六、《反馈意见》问题 6、关于公司（含子公司）的安全生产情况，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结合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

整体业务环节补充核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情况，是否存在安全隐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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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的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天然气及液化气的存

储运输的安全保障措施、风险防控和安全应急措施、劳动保护等措施以及天然

气管网的安全维护情况、各个气站的日常安全保障情况、消防配备等情况；（3）

公司期后是否发生例如天然气、液化气泄漏等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

纠纷、处罚，若发生，请核查其具体情况、公司的整改措施、对公司持续经营

的影响，就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

安全生产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回复： 

（1）结合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整体业务环节补充核查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验收情况，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公司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整体业务环节的建设项目包括奉贤燃气综合楼，

天然气、液化气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上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消防）验收情况如下： 

序

号 
经营场所 地址 消防验收 出具日期 结论内容 

1 

上海奉贤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楼 

奉贤区运河北

路 1239号 

沪奉公消验

【2013】第

0052号 

2013年 8

月 22日 

该工程消防

验收综合评

定为合格 

2 
青村高高压门

站 

青村镇李窑村

1814号 

沪公消验字

【2018】第

0175号 

2018年 8

月 17日 

消防验收合

格 

3 
新寺高高压门

站 

奉贤新寺社区

南胜村 7组前 

[2004]沪公消

（建验）字第

31号 

2004年 1

月 7日 

消防验收合

格 

4 
光明高中压门

站 

奉贤光明社区

杨王村牌楼 6

组 

[2004]沪公消

（建验）字第

31号 

2004年 1

月 7日 

消防验收合

格 

5 南桥储配站 
奉贤南亭公路

1069号 

【1993】沪公

消（建验）字

第 130号 

1993年 10

月 14日 

验收基本合

格 

6 贝港供应站 
奉贤沪杭公路

1869号-26 临 

[2002]沪公奉

消（建检）字

第 12号 

2002年 1

月 15日 

消防验收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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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奉城供应站 
奉贤南奉公路

9676号 

[1991]沪消

（防建验）字

第 138号 

1991年 12

月 9日 

同意投入使

用 

8 青村供应站 
奉贤南奉公路

3808号 

[2006]沪奉公

消（建验）字

第 0398号 

2006年 9

月 15日 

消防验收合

格 

9 西渡供应站 
奉贤西渡社区

西渡小学北 

奉贤区公安局

消防科出具符

合消防要求说

明 

1993年 9

月 13日 

基本符合消

防要求 

 

依据《上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上海市雷电防护管理办法》

和《防雷减灾管理办法》规定，投入使用后的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上述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防雷装置）检测情况如下： 

序

号 
经营场所 地址 检测报告编号 检测日期 结论内容 

1 
奉贤燃气

综合楼 

运河北路 1239

号 
142800774118 

2018年 3

月 19日 
合格 

2 
青村高高

压门站 

青村镇李窑村

1814号 

沪防雷【2018】（建

验）字第 0019号 

2018年 6

月 22日 

防雷设施基

本符合要求

准予使用 

3 
新寺高高

压门站 

奉贤新寺社区

南胜村 7组前 
122820244218 

2018年

11月 12

日 

合格 

4 
光明高中

压门站 

奉贤光明社区

杨王村牌楼 6

组 

122820244218 

2018年

11月 12

日 

合格 

5 
南桥储配

站 

奉贤南亭公路

1069号 
122820024218 

2018年

11月 12

日 

合格 

6 
贝港供应

站 

奉贤沪杭公路

1869号-26临 
122820204218 

2018年

11月 12

日 

合格 

7 
奉城供应

站 

奉贤南奉公路

9676号 
122820384218 

2018年

11月 12

日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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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村供应

站 

奉贤南奉公路

3808号 
122819974218 

2018年

11月 12

日 

合格 

9 
西渡供应

站 

奉贤西渡社区

西渡小学北 
122820224218 

2018年

11月 12

日 

合格 

 

为排除安全隐患，除上述项目均已通过消防、避雷设施的安全验收，公司还

制定了多项制度、预案以确保上述项目的安全运营，排除安全隐患，具体制度及

预案详见本问题（2）回复。 

上海市奉贤区安全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安全生产情况的证明》：奉贤燃

气自 2016 年 01月至 2018年 05 月期间，在奉贤区范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

重伤事故，其他行政处罚事项在奉贤区安监局官网进行查询。经本所律师在在奉

贤区安监局官网进行查询，未发现有关于奉贤燃气的行政处罚记录。 

公司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整体业务环节建设项目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安全

设施验收，制定相应关于安全的制度、预案，且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事故，未因

安全问题受到行政处罚，不存在安全隐患。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整体业务环节的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已经验收，不存在安全隐患。 

（2）公司主营业务的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天然气及液

化气的存储运输的安全保障措施、风险防控和安全应急措施、劳动保护等措施

以及天然气管网的安全维护情况、各个气站的日常安全保障情况、消防配备等

情况。 

①公司主营业务的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情况（包括天然气管网的安全维护

情况、各个气站的日常安全保障情况、消防配备）。  

公司燃气营运部负责对液化气储配站及天然气重要调压站的生产运行情况

进行 24 小时实时远程视频及数据监控；负责燃气管线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日常巡

检和处置巡检中发现的故障和隐患；同时负责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启动。公司制

定有《天然气场站科安全管理制度》、《液化气储配站安全管理制度》、《液化

气储配站安全检查制度》、《管线巡视管理制度》、《管线及设备周期检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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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来规范管道天然气运行管理和瓶装液化气储存、充装、运输等过程中的安

全管理工作，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公司由技术安全部负责公司运营中安全标准、操作规范的确定及监督，协助

公司进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实施，检查公司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公司制定有《安全检查和隐

患整改制度》来规范公司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工作。 

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燃气（天然气及液化气）用户的安检及检修工作，及时

处理安检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和安全隐患，按期完成到期表具等设备的检测、更换

工作，公司执行上海市地方标准《燃气用户设施安全检查技术要求》保障社会公

共安全和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维护燃气用户、燃气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

秩序。 

公司日常经营重要经营场所消防配备情况如下： 

ⅰ奉贤燃气办公大楼（合计建筑面积 24,511.00平方米）消防设施配备情况： 

序号 名 称 型号 数量 

1 点型光电感烟 JTY-GD-G3 727个 

2 点型感温 JTW-ZCD-G3N 450个 

3 火灾报警控制器 JB-QG-GST5000 1台 

4 手动报警按钮 J-SAM-GST9122 52个 

5 消火栓按钮 J-SAM-GST9123 103个 

6 洒水喷头 T-ZSTZ-15-68° 784个 

7 信号蝶阀 ZSXF-150-D 31个 

8 湿式报警阀 ZSFZ-150 4套 

9 喷淋泵 XBD8.5/30-100L 2台 

10 消火栓泵 XBD8.5/40-125L 2台 

11 火灾声光警报器 HX-100B 52个 

12 水泵接合器 SQX150-1.6 5个 

13 消防应急照明 M-ZFZD-E5W093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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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消防应急标志 M-BLZD-1LROE-I-5WAAK 229个 

15 水流指示器 ZSJZ150 21个 

16 水带 10-65-20型有衬里 103条 

17 水枪 Qz3.5/7.5 103支 

18 消防软管卷盘 JPS0.8-19/25 103盘 

19 消火栓箱 SG24D65Z 103只 

20 干粉灭火器 MFZ/ABC3 309只 

21 消火栓 SN65 103只 

22 洒水喷头 ZSTDY-15-68° 2300个 

23 排烟风机 HTFC-III-25 5台 

24 排烟风机 HTF-I-11 1台 

25 排烟防火阀 PFHFWSDC-K1000*800 5个 

26 排烟防火阀 PFHFWSDC-K2500*500 2个 

27 排烟风机 HTFC-I-A-25 2台 

28 排烟风机 HTFC-I-A-10 2台 

29 室外消火栓 SSFDZ100/65-1.6 4台 

30 消防应急照明 JZ-ZLZD-Y36W 168个 

31 消防应急照明 CT-ZLZD-Y13W-J06 48个 

32 消防应急标志 HH-BLZD-1LROE-I-3W-105 12个 

33 复合型钢质防火卷帘门 GFYJ-300300-FY3-Cz-D-80 5樘 

34 甲级钢质隔热防火门 900*2100 1樘 

35 甲级钢质隔热防火门 2000*2400 1樘 

36 甲级钢质隔热防火门 1000*2100 1樘 

37 甲级钢质隔热防火门 1200*2100 1樘 

38 甲级钢质隔热防火门 1500*2100 1樘 

39 甲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800*2100 2樘 

40 甲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900*2100 7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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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甲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1000*2100 5樘 

42 甲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1200*2100 27樘 

43 甲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1500*2100 18樘 

44 乙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1200*2100 66樘 

45 乙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1000*2100 6樘 

46 乙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900*2100 6樘 

47 丙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600*2100 40樘 

48 丙级木质隔热防火门 1200*2100 6樘 

49 气体灭火控制器 GST-QKP04/2 1台 

50 
低温洁净 S型热气溶胶自动灭

火装置 
QRR10LW/S 11套 

51 可燃气体探测器 GST-BT002F 12个 

52 预作用报警阀 ZSFY-150-1.2 1套 

 

ⅱ 青村高高压天然气调压站（合计建筑面积 532.5平方米）消防配备情况： 

序号 名 称 型号 数量 

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5 10 

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6 

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8 4 

4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MT/7 1 

5 手推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MTT/24 2 

6 手推式干粉灭火器 MFTZ/ABC35 2 

7 室外消火栓 SS100/65-1.6 2 

 

ⅲ南桥储配站（合计建筑面积 1,048.8平方米）消防设施配备情况： 

序号 名 称 型号 数量 

1 手提灭火器 干粉（4公斤）MFZ/ABC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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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提灭火器 干粉（4公斤）MFZ/ABC8 41 

3 手提灭火器 干粉（4公斤）MFZ/ABC35 4 

4 手提灭火器 二氧化碳（3公斤）MT3 20 

5 水泵结合器 SQ-100 2 

6 消防中速水雾喷头 ZSTW10/125 206 

7 变电间火灾报警系统 北大青鸟 JB-QB-JBF5012（1

只报警控制箱、2只温感、3

只烟感、2只报警触发器、2

只声光报警器） 

1 

8 消防泵 XBD5.0/50G-KCL 3 

9 变频消防自动恒压给水

设备 

HBP9/25-2/XJKZG-KC 1 

10 地上消火栓 SS100/65-1.6(华泰) 7 

11 抽水泵 XBD4.0/50G-KCL 3 

12 消防控制柜 kCk-sD-250A 1 

 

ⅳ 公司其他经营场所的消防配备情况： 

序号 用途 地址 消防设施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1 
光明高中

压门站 

奉贤光明社

区杨王村牌

楼 6组 

手提式灭火器 

干粉（4公斤） 

MFZ/ABC4 

4 

手提式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20.6公斤）MT5 

4 

手推式灭火器 

干粉（35 公斤） 

MFTZ/ABC35 

3 

2 
新寺高高

压门站 

奉贤新寺社

区南胜村 7

组前 

手提式灭火器 

干粉（5公斤） 

MFZ/ABC5 

4 

手提式灭火器 
干粉（5公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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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Z/ABC4 

手提式灭火器 

干粉（5公斤） 

MFZ/ABC4 二个

MFZ/ABC5 二个 

4 

手推式灭火器 

干粉（35 公斤） 

MFTZ/ABC35 型 

3 

手提灭火器 

二氧化碳（18 公斤） 

MT5 

4 

消防箱  3 

消防栓 SS100/65-1.6 3 

消防水带  3 

消防应急照明

灯具 
MJ-ZFZD-E2W 1 

烟感探头 JTY-GD-63 3 

火灾报警联动

柜 
JB-QB-GST200 1 

3 
贝港供应

站 

奉贤沪杭公

路 1869号

-26临 

消防水池  1 

灭火器 MFZ/ABC4 10 

喷淋头  10 

可燃气体泄漏

报警器 

探头型号 

AEC2303a 

1 

4 
奉城供应

站 

奉贤南奉公

路 9676号 

室外消防栓 SS100/65-1.6  

手提式干粉灭

火器 
MFZ/ABC4 8 

手提式干粉灭

火器 
MFTZ/35 2 

喷淋  3 

5 
青村供应

站 

奉贤南奉公

路 3808号 

室外消防栓 SS100/65-1.6 2 

手提式干粉灭

火器 
MFZ/ABC4 12 

喷淋  16 

6 
西渡供应

站 

奉贤西渡社

区西渡小学

北 

室外消防栓 SS100/65-1.6 1 

手提式干粉灭

火器 6只 
MFZ/ABC4 6 

喷淋  14 

消防水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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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安全施工防护、劳动保护等措施 

公司外协单位中的施工单位作为工程项目建设的实施主体，除了做好工程质

量的保证还须做好安全施工的防护。工程实施前，公司和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施

工合同》和《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安全职责和要求。其

中包括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组织召开管理、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教育会议，并通知

公司有关人员出席会议，介绍施工中有关安全、防火等规章制度及要求；施工单

位必须检查，督促施工人员严格遵守，认真执行。施工前做好安全交底和安全教

育，编制施工方案。 

公司建设管理部委派专人作为项目负责人进行项目的组织推进，主要工作为：

进场前的相关交底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抽检复查、协调各类问题、竣工验收、

组织通气。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实施进展进行抽检，检查内容包括施

工单位人员到岗到位情况、现场安全文明措施落实情况、施工流程是否规范、施

工资料是否同步等，对于现场发现的问题除了督促要求整改外，也以书面形式督

促施工单位整改直至复查合格，对于单方解决不了的综合问题，会组织参建各方

共同解决。同时定期召开工程例会进行工程管理的总结及工程问题的分析，以提

高公司燃气工程综合管理能力。 

另一方面，公司与监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监理范围包括

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进行安全监理以及施工承包人组织机

构和人员资格、检查施工承包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等，进一步保

障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 

③公司天然气及液化气的存储运输的安全保障措施 

公司燃气营运部负责天然气接收、输送业务及液化石油气（以下简称液化气）

储存、充装及配送业务。在生产、运行管理过程中，易燃易爆场所穿防静电工作

服，进入易燃易爆场所触摸静电释放装置以释放静电，并且不得携带打火机、手

机等可能产生明火的物品进入，工人工作中穿戴劳防用品，如劳防鞋、护腰带等。

日常管理过程中，为确保场站、管网安全运行，严格执行检查规定。在做好日常

设备设施保养的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维修方案并及时落实，避免

发生生产事故或减小事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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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公司业务的风险防控和安全应急措施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由综合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构成。综合预案是

总体、全面的预案，主要说明公司应急救援的方针、政策、应急组织机构及相应

的职责、应急行动的总体思路、预案体系及响应程序、事故预防及应急保障、应

急培训及预案演练等，是应急救援工作的基础和总纲。专项预案主要针对某种特

有或具体的事故、事件或灾难风险出现的紧急情况，应急而制定的救援预案。公

司制定的专项预案包括自然灾害类、事故灾害类 、公共卫生事件类及社会安全

事件类。在专项预案基础上，公司结合现场实际而制定和实施的应急处置方案为

现场处置方案。 

公司应急组织体系：公司成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下设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小组、稳定应急管理工作小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工作小组，负责公司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具体预案情况如下： 

类别 预案名称 

综合预案 公司总体应急预案 

专项预案 

一、自然灾害类 

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二、事故灾害类 

天然气事故应急预案 

天然气供用保障应急预案 

液化气事故应急预案 

人身事故应急预案 

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信息系统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三、公共卫生事件 

传染性疫情事件应急预案 

食物中毒事件应急预案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 

反恐应急预案 

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预案 

天然气现场 3个处置预案 

单位用户燃气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居民用户燃气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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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服务站点现场处置方案 

 

工程现场 7个处置预案 

中毒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工程抢修现场处置方案 

施工现场各类安全事故应急抢救方法 

物体打击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防暑降温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液化气现场 3个处置预案 

液化气供应站现场处置方案 

液化气储配场现场处置方案 

液化气用户燃气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技术安全部现场 2个处置预案 

信息系统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数据库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后勤管理现场 8个处置预案 

海湾大楼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海湾大楼突发安全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楼影音设备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楼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楼电力设备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楼电梯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楼空调设备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楼突发安全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管线输配现场 5个处置预案 

沉井现场处置方案 

监控中心现场处置方案 

管线巡视现场处置方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主营业务的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

护、天然气及液化气的存储运输的安全保障措施、风险防控和安全应急措施、劳

动保护等措施以及天然气管网的安全维护等方面均制定有相应的制度。 

（3）公司期后是否发生例如天然气、液化气泄漏等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方面

的事故、纠纷、处罚，若发生，请核查其具体情况、公司的整改措施、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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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的影响，就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及律

师就公司安全生产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收到二份判决书，案号分别是（2018）沪0120民初字

第19477号、（2018）沪0120民初字第19478号。该两个案件是因同一起事故发生，

基本事实如下： 

根据“9.30”液化气闪爆事故调查组于 2017年 11月 20日出具《“9.30”

西渡街道巨龙台湾城 67号车库液化气事故调查报告》，事故经过：2017年 9月

29日晚上 18时许，李晓琳一个人在家用液化气灶热了饭和菜，随手关了液化气

钢瓶，吃过晚饭后出去上班。晚上 22时许陈仕林回家，洗澡睡觉，未使用液化

气钢瓶。9月 30日 8：30分，李晓林上完夜班回家开门时闻到液化气的味道，

马上将液化气钢瓶的角阀关紧，又将灶具上的点火开关转动了一下，发生爆炸，

造成二人受伤。 

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李晓林在闻到液化气味道的情况下，旋转灶具开关，泄露

的液化气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混合气体，达到爆炸极限，遇到灶具开关火源引发

爆炸。 

（2）间接原因： 

1）用气人员缺乏安全使用液化气常识，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无熄火保护

装置的非安全性灶具，液化气使用完毕未及时关闭液化气钢瓶使用角阀。 

2）发生事故的房屋原为车库，房东擅自进行改造，破坏了房屋的原有结构，

改变了房屋的原有用途。改造后的厨房层高仅为 2米，《城市燃气设计规范》规

定，安装燃气灶的房间净高不宜低于 2.2米。事故发生时窗户虽为开启状态，但

由于液化气比普通空气重，房屋南北不通风，导致泄露的液化气无法及时散发，

该房屋不宜使用液化气。 

3）9月17日，上海奉贤燃气有限公司西渡供应站的工作人员在为用户变更钢

瓶使用地址信息时，未按照《上海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对用户存放和使用燃

气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检查；且工作人员在知道用户是在车库内使用液化气存在

安全隐患，仍向该用户供应液化气。 

2018年8月29日，原告李晓林起诉被告施正石、奉贤燃气西渡供应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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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合计人民币:666,873.64元，案号为（2018）沪0120

民初字第19478号，法院认为李晓林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60%责任；

被告施正石擅自对房屋进行改造，改变了房屋原有的用途，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

定的过错，应承担25%的责任；被告奉贤燃气未对用户存放和使用液化气场所的

安全条件进行检查，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15%的责任。法院判

决被告施正石赔偿原告李晓林92,229.65元，被告奉贤燃气赔偿原告李晓林

55,337.79元。2018年8月29日，原告陈仕林起诉被告施正石、上海奉贤燃气有限

公司西渡供应站，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合计人民币:1,334,055.42元。

法院认为案外人李晓林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60%责任；被告施正

石擅自对房屋进行改造，改变了房屋原有的用途，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应承担25%的责任；被告奉贤燃气未对用户存放和使用液化气场所的安全条件进

行检查，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15%的责任。法院判决被告施正

石赔偿原告陈仕林134,858.03元，被告奉贤燃气赔偿原告李晓林80,914.82元。 

以上两个案件是因同一起事故发生，本次事故发生后，调查的专案组（专案

组由西渡街道办事处上海市奉贤燃气管理所、西渡街道社区发展办公室、上海市

奉贤公安消防支队、西渡派出所、水岸居委组成）对事故原因分析：该事故的发

生主要是因李晓林缺乏安全使用液化气的常识，其次是因施正石擅自对房屋进行

改造，改变了房屋原有的用途，最后是因奉贤燃气未对用户存放和使用液化气场

所的安全条件进行检查。之后上海市奉贤燃气管理所、上海市奉贤公安消防支队

等部门未对奉贤燃气进行行政处罚或提出整改意见。上海市奉贤区燃气管理所出

具的证明：自2016年01月0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上海奉贤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不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亦未收到本单位的处罚。 

本次事故中，奉贤燃气未对用户存放和使用液化气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检查，

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但奉贤区燃气管理所未对奉贤燃气进行处罚且出

具合法合规证明。奉贤燃气也未因此次事故受到其他部门的处罚。综上，本所律

师认为，本次事故中奉贤燃气的过错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除上述事故外，根据公司说明以及查询上海奉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

未发现期后公司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处罚，公司未因安全生产方面发生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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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期后奉贤燃气不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

罚，公司的安全生产事项合法合规。 

七、《反馈意见》问题 7、关于公司部分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的

土地及建筑物，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办理进度，是否存在补办障碍，及

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项。 

回复： 

根据公司的说明，目前公司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的土地及建筑物，

正在补办权属证书程序过程中。因上述土地及建筑物的形成时间较早，所以补办

权属证书进度较慢。 

《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设施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调整规划，

不得改变用途。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在建设建筑物前，均已取得当时

的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其他审批许可。且上海市奉贤

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奉贤燃气所属的三处土地：新寺高高压

站（奉贤区新寺社区南胜村七组前）、高中压门站（光明社区杨王村牌楼六组）、

西渡工作井（沿江路到底、S4高速西侧），均系国有土地非集体土地，以划拨

方式供地，该三处土地用途符合规划用途。截至本情况说明出具之日，公司不存

在因违反有关房地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我局处罚的情形。自 2016年 1

月 1日，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未对奉贤燃气作出处罚。 

上海市奉贤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出具《情况说明》：奉贤燃气所属的以下

房产：奉贤燃气综合楼（奉贤区南桥镇运河北路 1239号）、新寺高高压站（奉

贤区新寺社区南胜村七组前）、高中压门站（光明社区杨王村牌楼六组）、西渡

工作井（沿江路到底、S4高速西侧）、青村营业站（奉贤区青村镇南明路 104

号）、储配场（江海镇秀南村二组、江海村十三组）以上房产产证正在办理过程

中。商铺（奉贤县南桥镇解放新村南中路 119号）正在变更权利人过程中，变更

权利人不存在障碍。以上房产用于公司办公楼、燃气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及辅助设

施、营业站等。我局不会因公司未办理相关权属证书而拆除上述房屋。截至本情

况说明出具之日，公司暂不存在因违反有关房地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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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处罚的情形。 

公司上述三处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利用是符合规划用途的，且未经法定程

序不得改变用途。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建筑物不会因未办理相关权属证书而拆

除上述房屋。所以，公司将继续使用以上未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及建筑物，未取

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及建筑物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及建筑物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造成影响。 

八、《反馈意见》问题 8、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存在临时工、劳务派遣员工、

非全日制用工等用工形式。如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

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与临时工签订劳务合同，与非全日制劳动人员签订劳

动合同，前述合同是否合法合规；（2）劳务派遣公司（如有）是否持有相关资

质，劳务派遣是否合法合规；（3）公司用工行为是否存在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及用工合同的纠纷；（4）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解决措施及可执行性。 

回复： 

（1）公司是否与临时工签订劳务合同，与非全日制劳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前述合同是否合法合规。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合同》、劳务派遣单位的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等资料，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员工，不存在临时工、非全

日制用工等用工形式。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有权采取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劳务派遣协议》、《劳

务派遣合同》内容合法合规。 

（2）劳务派遣公司（如有）是否持有相关资质，劳务派遣是否合法合规。 

公司与劳务派遣单位签署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署劳务派

遣合同，劳务派遣单位为上海陆海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持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证》，编号：奉人社派许字第 00277 号，有效期限：2016年 4月 1至 2019年 6

月 30日。公司劳务派遣员工主要为清洁工、送气工（液化气钢瓶配送）、门卫。

2016年、2017年、2018年 1-8月，公司劳务派遣用工的人员数量分别为 25人、

23人、25人。公司的员工人数为 285人，劳务派遣人数低于 10%。且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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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岗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劳务派遣公司具备劳务派遣资质。劳务派遣人数低于

10%，且劳务派遣员工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岗位，劳务派遣合法合规。 

（3）公司用工行为是否存在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及用工合同的纠纷。 

根据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劳动人事方面的纠

纷。根据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公司未受到上海市奉贤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其下属机关处罚的情形，亦未存在因劳动纠纷、劳动

争议引发仲裁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用工行为不存在被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报告期内，公

司不存在用工合同纠纷。 

（4）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解决措施及可执行性。 

经核查，公司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公司将清洁工、送气工（液化气钢瓶

配送）、门卫等业务外包给劳务派遣单位以减少经营成本，公司与劳务派遣单位

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包括派遣岗位、被派遣劳动者的数量及条件、劳务派遣

公司的义务、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缴纳约定等，并遵照执行。公司报告期内未发

生劳动人事方面的纠纷。根据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公

司未受到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其下属机关处罚的情形，亦未存

在因劳动纠纷、劳动争议引发仲裁事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规范了

劳务派遣用工相关规定，并在实际中遵照执行。 

九、《反馈意见》问题 9、关于公司开展业务使用的移动 APP，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开展业务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是否符合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要求，是否存在被警示、暂停发

布、下架应用程序的风险，存在的，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回复： 

根据公司说明以及核查相应的合同，公司开展业务使用的移动 APP主要包括

两个，第一个是公司 GIS系统配置的手持智能设备端，是为了工作人员可以在终

端上接收任务，执行任务，并通过无线网络上传数据和照片，工作人员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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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智能设备上，通过 4G网络、wifi网络下载工作计划、工作任务。第二个是

公司液化气配送平台配备的智能终端 APP，适用于液化气配送员工和电话呼叫中

心及系统管理人员，其功能主要分为配送业务、用户开户、安检、用户管理、分

单、退单、退瓶、站点用户管理等。以上两个 APP均为公司内部员工使用，不对

公司外部人员开放，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是指通过预装、下载等方式获取并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上、向用户提

供信息服务的应用软件。”公司上述两个 APP仅面向公司工作人员，用于内部工

作计划下载、任务分配、以及业务安排等，不存在向其他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情

形，不属于《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适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仅仅是燃气管网地理信息（GIS）系统及液化气配送平台的移动设备端拓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开展业务使用的移动 APP 仅面向公司内部员工，

仅用于方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使用，不适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不存在被警示、暂停发布、下架应用程序的风险。 

十、《反馈意见》问题 11、关于公司消防安全问题。请公司补充披露日常

经营场所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经营场所的地址、建筑面积、消防设

施配备情况等有关消防安全的信息，并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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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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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消防备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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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消防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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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已对该情

况做重大事项提示；（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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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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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

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 

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包括以下场所：公司的办公大楼，天然气、液化气的充

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经核查，公司的消防验收/备案情况如下： 

序

号 
经营场所 地址 消防验收 出具日期 结论内容 

1 

上海奉贤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楼 

奉贤区运河北

路 1239号 

沪奉公消验

【2013】第

0052号 

2013年 8

月 22日 

该工程消防

验收综合评

定为合格 

2 
青村高高压门

站 

青村镇李窑村

1814号 

沪公消验字

【2018】第

0175号 

2018年 8

月 17日 

消防验收合

格 

3 
新寺高高压门

站 

奉贤新寺社区

南胜村 7组前 

[2004]沪公消

（建验）字第

31号 

2004年 1

月 7日 

消防验收合

格 

4 
光明高中压门

站 

奉贤光明社区

杨王村牌楼 6

组 

[2004]沪公消

（建验）字第

31号 

2004年 1

月 7日 

消防验收合

格 

5 南桥储配站 
奉贤南亭公路

1069号 

【1993】沪公

消（建验）字

第 130号 

1993年 10

月 14日 

验收基本合

格 

6 贝港供应站 
奉贤沪杭公路

1869号-26 临 

[2002]沪公奉

消（建检）字

第 12号 

2002年 1

月 15日 

消防验收合

格 

7 奉城供应站 
奉贤南奉公路

9676号 

[1991]沪消

（防建验）字

第 138号 

1991年 12

月 9日 

同意投入使

用 

8 青村供应站 
奉贤南奉公路

3808号 

[2006]沪奉公

消（建验）字

第 0398号 

2006年 9

月 15日 

消防验收合

格 

9 西渡供应站 
奉贤西渡社区

西渡小学北 

奉贤区公安局

消防科出具符

合消防要求说

明 

1993年 9

月 13日 

基本符合消

防要求 

 

以上日常经营场所均已取得了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 

（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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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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上日常经营场所均已办理消防验收手续，以上经营场所均处于正常的

营业状态。为排除消防安全方面隐患，公司制定了多项制度、预案，并采取多种

安全措施，具体制度、预案及实行措施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六问题（2）回

复。 

上海市消防局奉贤支队出具证明：自 2016年 1月 1日，上海奉贤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及上海奉贤申龙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未受到过消防方面的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以上日常经营场所均已办理消防验收手续，以上

日常经营场所均处于正常的营业状态，公司采取多项措施排除安全隐患，报告期

内未发生安全事故，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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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 

以上日常经营场所均处于正常营运中，不会停止经营。 

（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

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均已办理消防验收手续，配备相应的的消防设施。 

公司制定有《天然气场站科安全管理制度》、《液化气储配站安全管理制度》、

《液化气储配站安全检查制度》、《供应站安全管理制度》，针对具体的门站、

供应站公司制定有《门站出入制度》、《外来人员进站施工安全须知》、《动火

管理制度》。通过以上制度，来规范日常经营场所的运行管理。针对以上日常经

营场所，公司通过SCADA系统对上述站点的运行情况进行 24小时远程实时监控，

包括运行压力、温度、压差、流量等。另外，还有视频录像监控系统、110联网

报警系统、周界报警等安防系统，同时配备灭火器、消防栓，确保站点安全稳定

运行，保障燃气供应稳定可靠。公司制定有消防安全方面制度、应急预案及采取

多项措施，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六问题（2）的回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均已办理消防验收手续，配备相应

的消防设施，公司制定执行多项制度、预案以排除公司消防隐患。所以，公司日

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隐患方面的风险，公司已经制定应对风险的制度及预案，

该制度及预案有效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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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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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6年 1月 1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因消防验收/备案

问题被给予行政处罚或罚款，已根据规定办理消防验收，未发生消防事故，不存

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挂牌条件。 

十一、《反馈意见》问题 12、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请公司补

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事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

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

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

务、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

项的范围、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行

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

构及负责人、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纠纷解决机

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

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立董事制度（如有）。（2）请主办券商及律

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

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已在工商

登记机关备案；如为附条件生效章程，除以挂牌作为生效条件外，是否附有其

他生效条件，是否影响章程效力；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的通知方式是否包括

公告方式。 

回复：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公司章程，《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内容

与公司章程内容对比条款如下：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内容 

公司

章程

公司章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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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第一

条 

公司章程应当符合本指

引的相关规定。 

  

第二

条 

章程总则应当载明章程

的法律效力，规定章程自

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公司

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

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约

束力的法律文件，对公

司、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

约束力。 

第九

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

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

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 

第三

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股票

采用记名方式，并明确公

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

以及股东名册的管理规

定。 

第十

四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公司股

票采用记名方式。公司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应当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办理全部股

票的集中登记。 

第四

条 

章程应当载明保障股东

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质

询权和表决权的具体安

排。 

第二

十九

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

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

或者委托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

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

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

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

股份；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

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

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

会计报告；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

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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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 

（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

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

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五

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为防

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

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

及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第三

十六

条 

公司不得无偿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

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

产；不得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向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

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向明显不具有

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

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不得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

当理由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

担保；不得无正当理由放弃对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的债权或承担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的债务。公司与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之间提供资金、商品、

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应严格按

照本章程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

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关

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侵

占公司资产或占用公司资金。如发生

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包括

但不限于占用公司资金方式侵占公

司资产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应立即向

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所侵占的公司资产及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凡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不能对所侵占公司资产恢复

原状或现金清偿的，公司董事会应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程

序，通过变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所持公司股份偿还所侵占公司资产。 

第六

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

第三

十六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

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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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务。明确规定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得利

用各种方式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程

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

责任。 

条 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

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

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

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

公司的利益。 

第七

条 

章程应当载明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

的范围。 

章程应当载明须经股东

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

大事项的范围。 

公司还应当在章程中载

明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第三

十七

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

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

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

事的报酬事项；  

（三）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

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作出决议； 

（八）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九） 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十） 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

务所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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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批准第三十八条规定的

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

售重大资产、对外投资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阅须股东大会决定的关联

交易；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

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

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 

  第七

十一

条 

下列事项原则上经双方股东达成一

致后，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

算和变更公司形式；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股权激励计划；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

资产、委托理财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六）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

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

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

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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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十八

条 

公司下列提供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

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总额达到

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且绝对

金额超过 3000万元；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

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的担保。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

形。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

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

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第八

条 

章程应当载明董事会须

对公司治理机制是否给

所有的股东提供合适的

保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

司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

效等情况，进行讨论、评

估。 

第一

百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十）对公

司治理机制是否给所有股东提供合

适的保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司治理

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等情况，进行讨

论和评估； 

第九

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依法

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

告。 

第一

百八

十二

条 

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

告。其中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半

年度报告；临时报告包括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以及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信息 第一 公司董事会为公司信息披露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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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

如公司设置董事会秘书

的，则应当由董事会秘书

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百八

十三

条 

机构，董事会秘书为信息披露的负责

人，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第十

一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利

润分配制度。章程可以就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

比例、未分配利润的使用

原则等政策作出具体规

定。 

第一

百四

十二

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

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

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

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

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

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

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

税后利润，经股东大会决议，按照股

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

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

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

利润。 

第十

二条 

章程应当载明公司关于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

内容和方式。 

第一

百八

十六

条至

第一

百八

十九

条 

第一百八十六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

的工作对象主要包括： 

（一）投资者（包括在册和潜在的投

资者）； 

（二）证券分析师和行业分析师； 

（三）财经媒体和行业媒体等传播媒

介； 

（四）投资者关系顾问； 

（五）证券监管机构等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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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相关个人和机构。 

第一百八十七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

中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主要内容包

括： 

（一）公司发展战略；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 

（三）公司可以披露的经营管理信

息； 

（四）公司可以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经营管理理念和公司文化

建设； 

（六）公司其他信息。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与投资者沟

通的主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二）股东大会； 

（三）公司网站； 

（四）一对一沟通； 

（五）邮寄资料； 

（六）电话咨询； 

（七）其他合法的方式。 

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

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的负责

人，在全面深入了解公司运作和管

理、经营状况、公司战略等情况下，

负责安排和组织各类投资者关系管

理活动和日常事务。 

第十 股票不在依法设立的证 第二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公司股票



 

43 

三条 券交易场所公开转让的

公司应当在章程中规定，

公司股东应当以非公开

方式协议转让股份，不得

采取公开方式向社会公

众转让股份，并明确股东

协议转让股份后，应当及

时告知公司，同时在登记

存管机构办理登记过户。 

十四

条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前，不得采取公开方式对外转让；公

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

可以依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份转让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转让

股份。公司股东向社会公众转让股份

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法

律文件后，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

公司，同时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登记

过户。 

第十

四条 

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涉及章程

规定的纠纷，应当先行通

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通过仲裁或诉讼等方

式解决。如选择仲裁方式

的，应当指定明确具体的

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第一

百九

十二

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涉及章程的纠纷，应当先行

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

讼方式解决。 

第十

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监事，如实行累积投票制

的，应当在章程中对相关

具体安排作出明确规定。 

公司如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应当在章程中明确

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职

责及履职程序。 

公司如实施关联股东、董

事回避制度，应当在章程

中列明需要回避的事项。 

第七

十三

条 

公司未建立累积投票制度、独立董事

制度 

第七十三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

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

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

情况。其表决事项按扣除关联股东所

持表决权后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有

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内容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

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如为附

条件生效章程，除以挂牌作为生效条件外，是否附有其他生效条件，是否影响

章程效力；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的通知方式是否包括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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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核查，奉贤燃气公司章程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公司章程不是附条件生

效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的通知方式包括公

告方式。 

十二、《反馈意见》问题 13、请公司说明自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

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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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经核查关联方清单、往来明细账、银行对账单、《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对资金占用的情况

说明》、《审计报告》等资料。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后，针对日常经营中所存在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司

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做出了具体的规范。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出具了《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公司管理层表示，将在未

来的关联交易实践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

行相关的审批和决策程序，加强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审查及责任追究，做到公司信

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发生。 

公司制定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对防范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进行规范。同时，公司控股股东签署了《关于避免资金占

用的承诺》，承诺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占用公司资产。 

经核查公司及管理层出具的《对资金占用的情况说明》、往来明细账及银行

对账单，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申报文件签署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符合全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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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的规定。 

十三、《反馈意见》问题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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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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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

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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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http://www.court.gov.cn/）、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

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等政府机构网站所公示的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公司、公司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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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收到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立案通知书（奉

市监立通字[2018]第262018005543号），写明：经初步调查，你单位生产涉嫌不

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液化石油气的行为，涉嫌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

你单位进行立案调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尚未出具任何处罚决定等相关处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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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4日，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说明：我局于2018年12

月对上海市奉贤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保证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

国家标准的液化石油气的行为立案调查。经初步调查，当事人生产的不符合保证

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液化石油气的行为不合格项目不涉及安

全隐患和燃烧率等基本性能，故本次立案调查的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公司说明，此次立案调查事项所涉及的检验项目一般在综合判断时不作

为主要合格判断项目，GB11174-2011《石油液化气》产品标准中也未把检测项目

作为出场检验时的必检项目。公司已经本次立案调查所涉及钢瓶收回，且在此期

间没有用户反映石油液化气的使用安全和质量问题。本次检验样本未造成用户液

化气使用影响，但公司将继续加强液化气质量管理工作，继续做好气源采购环节

和充装环节的质量把控管理工作。 

本次立案调查的事项所涉及钢瓶已收回，未发生事故，没有用户反映石油液

化气的使用安全和质量问题，且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出具该事项不属

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说明。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立案调查事项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除上述事项外，根据公司出具声明，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期间，公

司、公司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情形，不存在被列入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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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等情形。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网站、信用中国网站，未发现奉贤燃气及其他

相关主体存在处罚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公司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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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燃气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十四、《反馈意见》问题 15、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是否（曾）

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若存在上述情形，请公司披露是否已按相关区域股

权交易中心的要求进行摘牌或停牌；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在区域股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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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挂牌期间的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

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公司股权在

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

时间间隔是否少于 5 个交易日；权益持有人累计是否超过 200 人；（2）公司股

票是否存在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情形，公司股权是否清晰；（3）公司本次

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出挂牌申请，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约束的情形；（4）公司是否符合“股权

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核查

事项。 

回复： 

经核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资料以及公司出具的声明，检索公司

所属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网站，公司自成立至今不存在在

地方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奉贤燃气未曾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十五、《反馈意见》 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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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转让系统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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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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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原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披露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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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一式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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