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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关于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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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公司”或“风景园林”）与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

担任其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项目

（以下称“本次申请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北

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风景园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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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下发的《关于沈阳风景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

意见》”）所涉及的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行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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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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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意见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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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已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须

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完

整、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 

对于《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但至今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

书》的修改和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如在内

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除非文义另有所

指，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和所用释义继续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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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件以及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

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并作为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对公司提

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

意见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国有企业。请公

司说明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重大合同的获得是否按照《政府采购

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等相关规定履行

了招标、谈判等程序，请主办券商和律师结合公司重大合同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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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意见。 

【反馈意见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重大业务合同、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

以及公司的书面说明，公司报告期内的重大合同，以招投标形式公

开招标的项目，在客户发布绿化工程的招标需求后，经营部获取招

标信息，负责投标前的项目对接、跟踪，购买招标文件。合约部负

责项目投标、谈判，审核工程合同及中标后合同的签订。本所律师

认为，合同的签署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公司的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公司

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前十大销售合同中客户为政府或国有企业的项

目取得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招标方

中标时

间 

合同签

订时间

合同总造价

（元） 

招投

标代

理机

构 

招标文件

编号 

合同实质

内容是否

与招投标

文件一致

1 

新宾满族自

治县县城西

部新城水系

景观工程—

龙珠湖（北

广场）项目 

新宾满

族自治

县基本

项目建

设管理

办公室 

2014.4 2014.5 20,612,813.85 

 辽宁

启运

招投

标服

务有

限公

司  

 

QYZBSG20

14-06  

是 

2 

赤峰市红山

区桥北棚户

区景观带工

程-6（滨河

街、赤锡路

等景观绿化

工程） 

赤峰市

红山城

市基础

设施建

设投资

有限公

司 

2014.4 2014.7 13,590,250.35 

 赤峰

市公

共资

源交

易中

心  

2013GC15

5SG-6 
是 

3 

营口北海海

蚀地貌公园

工程 

营口北

海新区

城区开

发建设

投资有

限公司 

2014.6 2014.7 95,509,606.00 

 辽宁

金标

工程

招投

标代

理有

限公

 

G2108812

01404292

82114254

6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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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招标方

中标时

间 

合同签

订时间

合同总造价

（元） 

招投

标代

理机

构 

招标文件

编号 

合同实质

内容是否

与招投标

文件一致

司  

4 

中耀房地产

开发（沈

阳）有限公

司居住、商

业（2-2

期）园林景

观承包工程 

中耀房

地产开

发（沈

阳）有

限公司 

2014.6 2014.7 13,474,360.00 

 国信

招标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GXTC-

1442034  
是 

5 

辽宁仙人洞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2014

年生态建设

工程 

辽宁仙

人洞国

家级自

然保护

区管理

局 

2014.6 2014.6 12,995,503.36

 庄河

市公

共资

源交

易中

心  

 ZHZB-

2014-036 
是 

6 

鞍山市营城

子公园环境

景观工程融

资代建 

鞍山市

市政设

施修建

总公司 

2015.2 2015.2 64,753,777.86

 辽宁

方圆

工程

造价

咨询

事务

所有

限公

司  

21060320

14122901 
是 

7 

中耀房地产

开发（沈

阳）有限公

司居住、商

业（4.1

期）园林景

观工程 

中耀房

地产开

发（沈

阳）有

限公司 

2015.2 2015.4 11,486,249.86

 国信

招标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GXTC-

1542006  
是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重大合同的获取均按照《政府采购

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等相关规定履行

了招标、谈判、签约等程序，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  

2、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业务中存在工程施工。请公司说

明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1）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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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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报告期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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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意见回复】 

（1）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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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接项目的金额、完成情况、与发包人等不

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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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1）违法发包指建

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或者肢解

发包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2）违法转包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

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者将其

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的行为；3）违法分包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

施工合同关于工程分包的约定，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

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4）挂靠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

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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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采用劳

务用工形式的不规范情形，但上述工程施工均已经履行完毕，相关

的工程也经相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为解决和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公司自 2015 年以后与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大连鑫宏建筑工

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建筑”）建立劳务分包关

系。经核查，鑫宏建筑已于 2007 年 7 月 2 日取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制证书编号为：C1024021021326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资质等级为砌筑作业分包壹级、抹灰作业分包、钢筋作业分

包壹级、模板作业分包壹级、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发证机关为大

连市金州区城乡建设管理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4 年 8 月 4 日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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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条的

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建筑工程违法发包、

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违法发

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据此规

定，本所律师通过公开渠道在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http://www.lnjst.gov.cn/website/main/index.aspx）、沈阳市

城市建设管理局（http://www.sycgj.gov.cn/）等主管部门网站查

询信息，未发现公司报告期内因违反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同时，根据公司的声明和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询系统和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结

果，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分包行为而与

发包人发生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2）不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险;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已按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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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建筑业企

业资质标准》的要求取得了由沈阳市城市建设管理局颁发的下列建

筑业企业资质： 

序

号 

证书

名称 

证书

编号

发证

单位 
认证范围 有效期 持有者

1 

市政公

用工程

施工总

承包叁

级 

A310

4021

0101

26-

4/4

沈阳

市城

市建

设管

理局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

资本金 5 倍的下列市政公用工程的

施工：（1）城市道路工程（不含

快速路）；单跨跨度 20 米以内桥

梁工程；公共广场工程；（2）2

万吨/日及以下给水厂；1 万吨/日

及以下污水处理工程；1 立方米/

秒及以下雨水泵站；直径 1 米以内

供水管道；直径 1.5 米以内污水管

道；（3）生活垃圾转运站。 

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 

沈阳风

景园林

股份有

限公司

 同时，本所律师对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保登记证》、《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

证书/壹级》、《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林木种子经营许可

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进行核查，公司已取得公司经营所需

相关资质、许可、认证的证明文件。并且，沈阳市城市建设管理局

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出具《诚信证明》证明：“沈阳市风景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从我市现有的企业诚信档案中反应，该企业近三年未

发生有违反《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不良行

为，未发现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良行为记录”。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资质不存在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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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在工程施工过程主要采用

劳务用工形式，未与劳务用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不规范情形，但

已经得到规范，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发包、转包、违法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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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挂靠等情形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2）报告期内公司与项目发包

人之间不存在重大纠纷或潜在重大纠纷；3）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停业、降低业务资质等级等风险，具备

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3、关于用工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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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意见回复】 

（1）公司工程用工方式，存在劳务分包，劳务分包公司的资质

情况如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公司的确认，公司主要提供园林绿化施工及

苗木销售服务，为保证用工需求，提高作业效率，报告期内 2015 年

度存在劳务分包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建设部关于建

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可以将属于工程非主体部分的劳务工程进行分包，工

程劳务应分包给具备建筑劳务资质的劳务公司或专业分包给具备相

应资质的工程公司。 

在报告期内，公司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公司进行劳务分

包。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及工商登记查询资

料，鑫宏建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大连鑫宏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住所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翠竹南里 23 栋 11-4-2 号 

法定代表人 苗春琳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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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 2007 年 05 年 24 日至长期有效 

股东/持股比例 
金  睿 98.00% 

王巧珍 2.00% 

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凭资质证经营）；劳务派遣；房地产

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需批准

的经营项目，须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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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机关 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状态 存续 

经核查，鑫宏建筑已于 2007 年 7 月 2 日取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制证书编号为：C1024021021326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资质等级为砌筑作业分包壹级、抹灰作业分包、钢筋作业分

包壹级、模板作业分包壹级、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发证机关为大

连市金州区城乡建设管理局。 

（2）劳务分包公司与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出具《关于与大连鑫宏建筑工程劳务分

包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确认》，确认公司与鑫宏建筑不存在

合营、联营的口头或书面协议安排。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出具的《关于沈阳风景园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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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

自然人调查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访谈笔录》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与大连鑫宏建筑工程

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确认》，鑫宏建筑不存在被公

司的主要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情况，亦不存在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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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情况。同

时，鑫宏建筑也出具声明，其与风景园林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劳务分包公

司鑫宏建筑，非公司的母公司或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情况、与公司不存在合营或联营关系、不存在被公司

的主要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

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情况，亦不存在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

定的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情况。本所

律师认为，劳务分包公司与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4、关于业务资质。（1）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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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是否

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3）公司所涉业务资质是否存在无法获取或

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反馈意见回复】 

（1）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对其齐

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公司所持有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公

司的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

计；土石方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苗木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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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

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公司从事

上述主营业务应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工程

设计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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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取得任何特许经营

权。公司已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相关资质证照、认证证书及许可证

书情况如下： 

①业务许可情况 

证书名称 
生产/经

营地点 
生产种类 

经营方

式/使

用范围

有效区

域 
证书编号

发证机

关 
有效期 

《林木种

子生产许

可证》 

小市镇

同江峪

村五组 

山楂、云

杉、五角

枫、水曲

柳、丁香、

红瑞木、灯

台树、榛子 

/ / 

（辽林种

生）第

（E10063

)号 

本溪县

林业种

苗管理

处 

2015-9 至

2018-9 

《林木种

子经营许

可证》 

小市镇

同江峪

村五组 

山楂、云

杉、五角

枫、水曲

柳、丁香、

红瑞木、灯

台树、榛子 

零售 
本溪县

境内 

（辽林种

生）第

（E10042

)号 

本溪县

林业种

苗管理

处 

2015-9 至

2018-9 

安全生产 

许可证 
/ / 

建筑施

工 
/ 

（辽）JZ

安许证字

【2013】

009576-

1/2 

辽宁省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厅 

2015-7 至

2018-7 

②公司业务资质情况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使用范围/资质等级 发证机关 有效期 备注 

城市园林

绿化企业

壹级 

CYLZ·辽

·0012·

壹-5/5 

可承揽各种规模及类型的园

林绿化工程；可承揽园林绿

化工程中的整地、栽植、建

筑及小品、花坛、园路、水

系、喷泉、假山、雕塑、广

场铺装、驳岸、桥梁、码头

等园林设施及设备安装项

目；可承揽各种规模及类型

的园林绿化综合性养护管理

工程；可从事园林绿化苗

木、花卉、盆景、草坪的培

中华人民

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3-6

至 2016-

6 

 

此资质

证书已

于 2016

年 6 月 6

日更换

新证

书，有

效期为

2016 年

6 月 6 日

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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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使用范围/资质等级 发证机关 有效期 备注 

育、生产和经营；可从事园

林绿化技术咨询、培训和信

息服务。 

风景园林

工程设计

专项乙级 

A22100275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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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住

房和城乡

建设厅 

2014-7 

至 2019-

7 

--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

总承包 

 

叁级 

A31040210

10126-4/4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

业注册资本金 5倍的下列市

政公用工程的施工：（1）

城市道路工程（不含快速

路）；单跨跨度 20 米以内

桥梁工程；公共广场工程；

（2）2万吨/日及以下给水

厂；1万吨/日及以下污水

处理工程；1立方米/秒及

以下雨水泵站；直径 1米以

内供水管道；直径 1.5 米以

内污水管道；（3）生活垃

圾转运站。 

沈阳市城

市建设管

理局 

2014-4

至长期 

此资质

证书已

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更

换新证

书，有

效期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质量管理

体系符合

GB/T19001

-

2008/ISO9

001:2008

；

GB/T50430

-2007 标准 

016SY15Q20204R1M 

北京中建

协认证中

心有限公

司 

2015-2

至 2018-

2 

--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证书 

016ZB15E2

0106R1M 

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24001-

2004/IS014001:2004 标准 

北京中建

协认证中

心有限公

司 

2015-2

至 2018-

2 

-- 

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

体系 

认证证书 

016ZB15S2

0090R1M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GB/T28001-2011/OHSAS 

18001:2007 标准 

北京中建

协认证中

心有限公

司 

2015-2

至 2018-

2 

--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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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质、许可、认证齐备，开展的相关业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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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规。 

（2）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存在相应的法

律风险； 

根据公司所持有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公

司的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

计；土石方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苗木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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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

期内的财务报告、重大合同等文件，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营业务

均为：绿化工程和苗木销售，未发生重大变化。经查阅《审计报

告》、公司的主要业务合同，并与公司现持有的相关业务资质的许

可范围及《营业执照》上记载的经营范围进行了对比，上述开展的

业务均在公司取得的资质许可范围内，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

的情形。 

根据沈阳市铁西区、和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

在报告期内未发现因违反工商行政法律、法规记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工程施工

不存在因超越资质、经营范围而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

情形的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符合“合法合规

经营”的挂牌条件。 

（3）公司所涉业务资质是否存在在无法获取或续期的风险，对

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根据公司现持有的资质、许可、认证证书的记载，公司目前取

得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资质壹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分别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已更新证书）、2014 年 7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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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2016 年 6 月 6 日至长期（已更新证书）、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除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

质外均不存在即将到期的情况。 

对于前述资质、许可、认证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现分析

如下： 

①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根据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

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的相关规定，按原标准取得

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换发新版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自行

失效。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于 2014 年 4 月取得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为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根据《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换发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工作的通知》（沈建发【2015】58 号）的相关规定，自《规定》

施行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过渡期。按原标准取得建筑业企

业资质的沈阳市建筑业企业，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有关

标准和要求完成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换证工作。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自行失效。经核查，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取得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因此，不存在无法续期该证的风

险。 

②工程设计资质证书（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规定的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资质标准如下：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



 

  

                     大成 Salans FMC SNR Denton McKenna Long

dentons.cn
 

 

 15 

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和数量符合所申请专项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

表”的规定；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应具有大

学学历，8 年以上从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学历，并主持过中型以上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 2 项，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主

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

术负责人主持过中型以上风景园林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 2 项，具备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和固定的工作场所；有

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令第 160 号）第十四条的规定，资质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延

续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资

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延续申请；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专业技术

人员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企业，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有效期延续

5 年。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取得了工程设计资质证书（风景园林工程设

计专项乙级），其有效期至 2019 年 7 月。经核查，公司能够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

专业技术人员满足资质标准的要求。因此，在相关资质管理规定及

标准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其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③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壹级 

公司主营业务为绿化工程和苗木销售。公司拥有开展相关业务

的《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壹级》，此资质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于 2013 年 6 月颁发，有效期至 2016 年 6 月。该资质已于 2016 年 6

月 6 日更换新的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2016 年 6 月 6 日至长期，因

此，不存在无法续期该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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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安全生产许可证 

根据《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28 号）与《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建质[2004]第 148 号）的相关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期满前 3

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延期手续；企业在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

发生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 3

年；对于上述情况以外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应当对其安全生产条件重新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延期

手续。 

根据沈阳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开具的企业《诚信证明》及沈阳市

市政园林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站出具的《证明》，经核查，本所律师

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公司能够遵守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

罚。因此，在相关许可管理规定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其不存

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⑤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与说明，并经核查，在环保施工方面，公

司已建立了符合相关标准的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及质量管理体系。因此，在相关认证标准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

下，其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认证在相关

规定与标准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

公司持续经营无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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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未经过审计、评

估程序。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公司规范措施是否有效，公司是否存

在出资不实，公司是否符合依法设立的挂牌条件。 

【反馈意见回复】 

经核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按照未经审计的净

资产折股，未履行必要的审计、评估、验资程序，存在瑕疵。为核

实有限公司的净资产及折股情况，补正上述瑕疵，公司采取了如下

措施： 

（1）2016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度《沈阳风景园林

股份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全体股东同意并作出如下决

议：1）同意委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股份公司进行追溯

审计、验资并出具审计报告、验资报告。并对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的事项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2）同意股份公司的发起人

按照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原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31 日审计后的净资产作为对股份公司折合股本出资。3）同意

股份公司按照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原有限公

司 2015 年 7 月 31 日审计后的净资产对账务进行追溯调整。4）同意

委托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

基准日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股份公司进行追溯评估并出具评估报

告。 

（2）公司委托北京永拓对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

日的账面净资产进行审计；2016 年 3 月 18 日，北京永拓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编号为京永审字（2016）第 14664 号《审

计报告》。经审计，风景园林有限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账面净资

产值为 116,058,880.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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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委托北京亚太联华对有限公司以截止审计基准日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净资产进行评估；2016 年 3 月 30 日，亚太联华

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风景园林有限的全部资产及相关

负债进行了评估，出具编号为亚评报字（2016）78 号《资产评估报

告》。经评估，风景园林有限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

值为 11,787.49 万元。 

（4）公司委托北京永拓对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时的注册资

本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资核查，2016 年 3 月 30 日，北京永拓出具京

永验字（2016）21031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股份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股本缴纳的股本合计 3190 万元，各股

东以有限公司经审计后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止的净资产

116,058,880.35 元作为出资折合为股本人民币元，净资产高于股本

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赵宇明出具说明，认为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股份公司按照未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存在一定的瑕疵

但公司及时完善必要的审计、评估及验资程序，公司注册资本充

实，不存在虚增注册资本的情况。股份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

要求加强注册资本的管理和公司治理。对于此次变更瑕疵可能产生

的经济责任由其个人承担，避免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虽未进行审计、

评估、验资，但以股改基准日为时点，公司及时进行追溯审计、评

估并完善验资程序；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和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差异较小，公司根据经审计数据及时调整账务；公司按照有限公司

阶段的注册资本折股，净资产高于股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不存在

转增注册资本的情况；经《验资报告》验证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到

位，且充实、充足，不存在虚增资本的情况。并且，发起人股东依

法签署《发起人协议》，约定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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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公司整体变更事项也经工商备案，公司股权明晰；根据沈

阳市铁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沈阳市和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

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且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宇明出具相关承

诺，由其个人承担可能存在的经济责任。因此，虽然有限公司整体

变更为股份公司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公司已及时积极采取有效的补

正措施，并由专业审计机构进行追溯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不存在

出资不实的情形，公司符合依法设立的挂牌条件。 

6、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历史沿革过程中存在多次实物出

资程序瑕疵，公司股东于 2015 年对实物出资进行了现金置换。请主

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设立是否合规，出资置换程序是否合规，现时

股权是否清晰发表明确意见。 

【反馈意见回复】 

（1）公司设立的合法合规性 

1999 年 10 月，赵宇明与赵式程共同出资设立新宇园林，设立

时公司的名称为“沈阳新宇风景园林有限公司”。新宇园林的注册

资本为 30 万元，其中：赵宇明出资 20 万元，赵式程出资 10 万元。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海路。 

①1999 年 10 月 10 日，股东赵宇明、赵式程签署《沈阳新宇风

景园林有限公司》章程，共同出资设立新宇园林，注册资本 30 万元

人民币，均为实物出资，其中：赵宇明出资 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67%；赵式程出资 10 万元，占注册资本 33%。 

②1999 年 10 月 15 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

新宇园林核发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公司名称为

“沈阳新宇风景园林有限公司”。 

③1999 年 10 月 15 日，根据沈阳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沈奉

所内验字（1999）第 286 号《验资报告》：截止 1999 年 10 月 15

日，沈阳新宇风景园林有限公司已收到各股东投入的资本 3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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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实收资本 300,000 元，资本公积 9,410 元。与上述投入资

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 309,410 元，其中实物资产 309,410 元。出资

明细如下： 

资产类

别 
资产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元） 

实物资

产 

水泵 6凸 13 台 5 5,000 25,000 

喷水车 台 1 112,310 112,310 

播种机 台 1 52,000 52,000 

康柏电脑 台 1 12,100 12,100 

剪草机 台 6 18,000 108,000 

合计    309,410 

④1999 年 10 月 15 日，新宇园林取得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沈阳新宇风景园林有限公司 

住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海路 

法定代表人 赵宇明 

注册资本 3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 
园林植物、种苗、鲜花、园林机具零售，鲜花出租，

插花。 

营业期限 1999 年 10 年 15 日至 2009 年 11 月 4 日 

登记机关 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⑤新宇园林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

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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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

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1 赵宇明 20 20 67% 实物 

2 赵式程 10 10 33% 实物 

合计 30 30 100% -- 

经核查，有限公司在设立时，公司股本变化经公司内部决议程

序，并依法履行必要程序。但是，根据 1993 年《公司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

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

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

估或者低估作价。”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以实物出资未按照当时适

用的规定对实物出资进行评估作价，其出资存在瑕疵。 

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作出 2015 年度临时股东会决议，

一致通过《关于解决公司历史出资程序瑕疵的议案》，以实际控制

人赵宇明以现金的形式对瑕疵实物出资部分进行补正，本所律师认

为，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出资瑕疵经上述补正后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未对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造成影响，不影响公司设立的合法合

规性，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2）出资置换程序是否合规 

鉴于公司历史沿革过程中存在多次实物出资程序瑕疵，有限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赵宇明为补正有限公司历史出资中的实物出资瑕

疵，采取下列补正措施： 

①2015 年 1 月 20 日，有限公司作出《沈阳风景园林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解决公司历史

出资瑕疵的决议，鉴于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10 月设立时的实物出资

30 万元、2002 年 1 月第一次实物增资 70 万元、2004 年 3 月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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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增资 500 万元，用以出资的实物资产共计 600 万元均未进行评

估。为弥补有限公司设立、第一次、第二次实物资产出资 600 万未

进行评估的瑕疵，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上出资瑕疵均由股东赵宇明

个人以货币资金形式进行补足，原股权结构不变。 

②2015 年 1 月 26 日，有限公司第一次收到股东赵宇明为弥补

上述实物出资瑕疵所缴纳的部分货币资金合计人民币 160 万元，汇

至有限公司指定的账号:21001450008052506142，户名：沈阳风景园

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北站开发区支

行。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以第 228 号凭证入账，计入资

本公积 160 万元。 

③2015 年 2 月 9 日，有限公司第二次收到股东赵宇明为弥补上

述实物出资瑕疵所缴纳部分的货币资金合计人民币 496,950 元，汇

至有限公司指定的账号:21001450008052506142，户名：沈阳风景园

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北站开发区支

行。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9 日以第 336 号凭证入账，计入资本

公积 496,950 元。 

④2015 年 7 月 17 日，有限公司第三次收到股东赵宇明为弥补

上述实物出资瑕疵其余未缴纳部分的货币资金合计人民币

4,000,000 元，汇至有限公司指定的账号:21001450008052506142，

户名：沈阳风景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沈

阳北站开发区支行。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以第 230 号凭

证入账，计入资本公积 400 万元。 

⑤2016 年 3 月 28 日，北京永拓出具京永专字（2016）第 31088

号《验资事项专项复核报告》，其中，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北

京永拓已对上述 600 万货币补缴进行确认，经补缴资本金后，股东

赵宇明出资均真实到位。 

股份公司现股东出具《声明》，“本人认可有限公司实物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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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并确认出资真实有效，保证对上述实物资产及出资事宜不产

生任何异议或纠纷。”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宇明承诺，“上述

出资实物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如若今后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出资

资产主张权利或提出其他任何权利要求，其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法

律责任，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补偿等方式，并赔偿因此给股份公

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综上，有限公司设立及第一次、第二次增资时的实物出资存在

瑕疵，即用以出资的实物资产无发票原件，未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评

估。但是有限公司及其时任股东在发现实物出资瑕疵后按《公司

法》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并经全体股东审议一致通过《关于解决公

司历史出资程序瑕疵的议案》，由实际控制人赵宇明以货币补足的

形式对出资瑕疵进行了补正，该项出资瑕疵未对公司资本充实及稳

定造成实质影响。另，股份公司股东出具声明，确认对上述实物资

产及出资事宜不产生任何异议或纠纷，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宇明出具

承诺，承诺如若今后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出资资产主张权利或提出

其他任何权利要求，其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现金补偿等方式，并赔偿因此给股份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3）公司现时股权结构明晰 

本所律师认为，从《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

于股东以实物对公司进行出资需经评估作价的要求，其本意是为了

保证公司资本的充实性和真实性、防止出现股东虚假出资，有限公

司的股东已经通过货币补正的方式，补正了公司资本的充实性和真

实性，且货币补正实物出资瑕疵的事宜经过公司股东会的审议并通

过；补正后，有限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

产值为基础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股东均已出具承诺，承诺其

所持有的股份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质押及转

让限制以及任何形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所以，虽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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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历史沿革中存在实物出资（增资）未经评估的瑕疵，但是，公司

股东已通过现金补足的方式予以补正，该等瑕疵不会再对公司的资

本充实性产生影响，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不会构成实质性障碍，公

司的货币补正程序合规，资本充实，现时股权清晰。 

7、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存在设施农用地使用不合规的情

形以及未办理农用地租赁协议备案的情形。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瑕

疵是否已完全规范，现时是否存在设立农用地使用不合规的情形，

公司是否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公司现时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

营的挂牌条件。 

【反馈意见回复】 

（1）根据《评估报告》，本溪苗圃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为： 

名称 建成/启用年月 面积（平方米） 性质 

深水井 2010-10 1.00 生产设施用地 

护林用房 2010-10 98.00 附属设施用地 

道路 2010-10 12,200.00 附属设施用地 

围墙 2010-10 17.05 附属设施用地 

合计 / 12,315.05 / 

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 号），生产设施用地系农业项目

区域内，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其中包括工厂化作物栽

培中有钢架结构的玻璃或 PC 板连栋温室用地等；附属设施用地系农

业项目区域内，直接辅助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其中包括管理和

生活用房用地，指设施农业生产中必需配套的检验检疫监测、动植

物疫病虫害防控、办公生活等设施用地。仓库用地：指存放农产

品、农资、饲料、农机农具和农产品分拣包装等必要的场所用地。 

①公司的深水井主要用于苗木灌溉，其用地系生产设施用地。

根据上述通知的规定，兴建农业设施占用农用地的，不需办理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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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用审批手续，其中，生产设施占用耕地的，生产结束后由经营

者负责复耕。公司在流转取得的经营使用权土地上修建用于灌溉的

设施，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②公司的建筑物用地，系上述通知中界定的附属设施用地，按

照要求，“进行规模化种植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

用地规模 3%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20 亩”。公司附属设施用地合计

面积 12,315.05 平方米，约合 18.4725 亩，占项目用地规模 12.12%

（18.4725/152.4*100%）。 

关于附属设施农用地的问题，公司的用地规模 18.4725 亩未超

出上述通知中最多不超过 20 亩的规定，合法合规；占地规模

12.12%虽超出上述规定中项目用地规模的 3%的比例要求，但符合

“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促进设施农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相关

精神，公司承诺未来经营中纠正前述瑕疵已达到用地规模的要求，

并按照承诺逐年减少附属设施用地。 

关于用地协议备案的问题，2010 年 10 月 至 2014 年 9 月 

28 日期间，应依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 号）的相关规定，经县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2014 年 9 月 29 日，《国土资源部、农

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4〕127 号）颁布，其中的备案程序为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和

农业部门备案，不需要县级人民政府的批复。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2016 年 6 月 8 日分别取得由本溪满

族自治县小市镇人民政府、本溪满族自治县农村经济发展局、本溪

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的共同备案的《设施农用地使用备案表》，

目前，已补充完成备案手续。 

（2）公司在上述土地上建设护林用房、道路、围墙等占用范围

内土地，属于《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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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 号）规定的设施农用地，公

司在该地块上现有的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没有改变土地的农用地性

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占用基

本农田的情形。 

   （3）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公司的设施农用地已完成备案手

续，公司在流转取得的经营使用权土地上修建用于灌溉的设施，未

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未占用基本农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用地

规定，公司已补充完成相关备案手续，公司具备合法合规经营的挂

牌条件。 

8、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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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

明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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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意见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银行账户及往来款项以及获取《保证金管

理制度》、《备用金管理制度》及抽查往来款科目凭证，报告期

内，公司存在因生产经营周转资金的需要而向实际控制人赵宇明进

行借款，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同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出具声明：没有直接或利用其它手段占用公司资产，亦未

用公司资产为个人提供相关担保。公司高管在本所律师对其访谈中

确认，在 2014 年末、2015 年末其他应收款中为临时借款、保证金

及备用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建立了相应的《保证金管理制

度》及《备用金制度》，相关的款项的支付均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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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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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更正 

1、《法律意见书》第 72 页“（二）...1、...具体情况如

下 ： ... 抵 账 时 间 ... ” 为 表 述 更 清 晰 明 确 ， 更 正 为

“（二）...1、...具体情况如下：...抵账合同签订时间...” 

2、《法律意见书》第 18 页“（四）...根据沈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证明...”因公司注册地变更，更正为“（四）...根据沈阳市

铁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沈阳市和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 

三、期后事项  

2016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控股股东赵宇明及其妻子付岩同意为

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房产抵押，并确认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

发展及经营的正常所需，由于公司中标沈阳足球公园工程施工等多

项政府项目，公司申请向银行贷款，用以资金流转，交易有利于公

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

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