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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所 指 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关于湖北华兴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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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关于湖北华兴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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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 

《审计报告》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

号为京永审字（2017）第 146231 号《审计报告》 

长江证券 指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永拓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同致信德 指 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华兴有限 指 湖北华兴锅炉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股份公司、华兴股

份 
指 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一锅 指 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 

王磊 指 
股东、董事、副总经理王磊，其系监事会主席陈嫽

之夫 

王磊 1 指 
监事王磊，其系股东、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董芳之夫 

股东大会 指 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1-5 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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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股改 指 
华兴有限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的行为 

挂牌 指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挂牌转让 

《反馈意见》 指 
关于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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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北华兴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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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本所接受委托，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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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于 2017 年 9 月出具了《关于湖北华兴机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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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7 年 11 月出具了《关于湖北华兴机械

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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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核查相关事项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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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补充法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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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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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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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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公司本

次申请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申请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补充法律意

见，而不对公司的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

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

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修改和补充，如在内容上

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

见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用释义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

担责任。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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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第一部分 反馈问题回复  

一、请公司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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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回复： 

1、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九、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易”。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公司书面确

认，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报告期至审查期间新增关联方往来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资金往来的

情形如下： 

关联方 
报告期内向关联方借入金额（元）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

司 
  1,729,919.00 

董芳 6,190,000.00 4,445,000.00 3,960,000.00 

董炎  2,275,000.00  

汪喻珍 1,590,000.00 5,760,000.00 7,700,000.00 

肖菊姣 550,000.00 2,595,000.00 3,303,000.00 

王磊 3,450,000.00 1,590,000.00  

董华林  5,915,000.00  

合 计 11,780,000.00 22,580,000.00 16,692,9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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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报告期内偿还关联方金额（元） 

2017 年 1-5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

司 
  2,770,686.15 

湖北省第一锅炉水位表厂   696,850.00 

董芳 6,085,000.00 5,650,000.00 720,000.00 

董炎  2,275,000.00 2,335,000.00 

汪喻珍 680,000.00 9,131,667.21  

肖菊姣 5,237,326.47 5,321,490.97 4,927,298.48 

王磊 4,785,085.29 3,678,947.16 3,083,971.48 

董华林 1,000,000.00 100,000.00  

合 计 17,787,411.76 26,157,105.34 14,533,806.11 

（2）审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资金往来的

情形如下： 

关联方 款项性质 期初余额（元） 本期还款金额（元） 期末余额（元） 

董芳 其他应付款 3,380,000.00 80,000.00 3,300,000.00 

肖菊姣 其他应付款 614,569.03 614,569.03 - 

汪喻珍 其他应付款 5,810,000.00 500,000.00 5,310,000.00 

王磊 其他应付款 1,332,374.66 1,332,374.66 - 

(3)关联方往来余额如下表： 

关联方 款项性质 

往来余额（元） 

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董芳 其他应付款 3,300,000.00 3,380,000.00 3,275,000.00 4,480,000.00 

汪喻珍 其他应付款 5,310,000.00 5,810,000.00 4,900,000.00 8,271,667.21 

肖菊姣 其他应付款 - 614,569.03 5,301,895.50 8,028,386.47 

王磊 其他应付款 - 1,332,374.66 2,667,459.95 4,756,407.11 

董华林 其他应付款 4,815,000.00 4,815,000.00 5,815,000.00  

小计 
 

13,425,000.00 15,951,943.69 
21,959,355.4

5 
25,536,4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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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立创

木制品有

限公司 

应付账款 52,760.7 39,217.06   

小计  52,760.7 39,217.06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均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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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并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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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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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回复： 

1、上述主体未被列入实现联合惩戒对象 

根据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证明，并经

本所律师通过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中

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shixin.co

urt.gov.cn)、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等网站进行检索，上述主体均未为被列入失信综

合惩戒对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 

2、上述主体不存在被列入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

l）、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官方网站（http://www.zhb.gov.cn）、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http://www.sda.gov.cn/WS01/CL0001/）、国家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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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总局官网（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湖北省国家税务局（http://ww

w.hb-n-tax.gov.cn/）、荆门市国家税务局网站（http://jingmen.hb-n-tax.gov.cn/）、

荆门市地方税务局网站（http://www.hb-l-tax.gov.cn/jms/）、荆门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http://jmzj.gov.cn/）等公众平台检索查询，自报告期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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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关于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挂牌。请公司说明公司是否曾在区域股权转

让市场进行挂牌。存在前述情形的，公司应在向全国股转系统提交申请挂牌文

件前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停牌，并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前完成区域股权转让市

场摘牌手续；同时请公司说明公司在区域股权转让市场挂牌期间融资及股权转

让的具体情况，是否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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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

见。 

律师回复： 

2016 年 11月 8 日，有限公司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其科技板挂牌；有限

公司向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提交《挂牌说明书》及公司简要信息后，武汉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将有限公司信息放置其科技板部分进行展示。 

根据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关于湖北华兴锅炉仪表制造有限公司在本中心

挂牌的公告》及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挂牌期间公司并未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亦未进行股权转让或股权融资。2017 年 9 月 14 日，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在其

官方网站（http://www.china-wee.com/center/2/7605.aspx）刊登了关于湖北华兴锅

炉仪表制造有限公司摘牌的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区域股权转让市场挂牌期间不存在违反《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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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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的情形，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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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回复： 

   关于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公司章程》第十七条

规定：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全部股票的集中登记。公司股东名册由董事会秘书

负责管理。 

   关于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了股东的诉讼权

利；第三十二条规定了股东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八条规定了股东享受

相关权利程序及股东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五条及第七

十六条规定了股东参与股东的提案权、表决权。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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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需承担的义务；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七十九条规定了审议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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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回避表决制度。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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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股东大会的一般职权；第七十六条规

定了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范围；第七十七条规定了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范

围。 

关于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了需要经股东大会

审议的重大担保的事项范围。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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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

程》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十六）项规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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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四

条规定公司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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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责任公司等部门的规定和要求，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关于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董

事会负责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即董

事会秘书为信息披露负责人，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相关事项。 

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公司章程》第九章“通知和投资

者关系管理”，规定了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相关内容和方式。 

关于利润分配制度：《公司章程》第八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对利润分配进行专门规定。 

关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公司

章程》第九条规定纠纷解决机制为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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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规定了关联股

东审议关联交易的回避表决制度。 

关于累积投票制度（如有）：《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实行累积

投票制度； 

关于独立董事制度（如有）：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暂未简历独立董

事制度。 

同时公司已根据《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从职责安排、实施内容与方式等多

个方面制定并完善了相应的具体制度，如《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保证《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的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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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五、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5 月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分别为

3,116.56 万元、2,474.72 万元、1,769.41 万元，占当期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2.57%、65.33%、84.29%。（1）请公司补充披露如何获得客户资源，公司与

上述主要客户业务合作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作模式、盈利模式、合同签

订情况、收入如何分成、结算方式等。（2）请公司补充披露客户集中度较高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的行业与产品经营特征。（3）请公司分析并补充

披露与大客户合作稳定性与可持续性。（4）请公司补充披露针对大客户依赖公

司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有效性，公司对其他客户的拓展情况。（5）请主办券商对

上述事项补充核查，针对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发表

专业意见。（6）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客户取得方式、销售方式的合法合规

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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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为国内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火电厂锅炉等工业领

域企业，以主抓大型锅炉集团公司为重点，次抓石化电力公司的营销策略，目标

比较明确。公司设立了销售部门，公司销售部注重客户开拓和维护功能，了解客

户需求，根据需求反馈指导研发生产，并进行售后维护。公司主要通过直销方式

向客户提供设备和服务。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一般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磋商的方式取得订单；

针对不同客户取得订单的方式亦由不同，如对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客户，公司首先

进入上述客户群体供应商采购目录，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取得相应的订单；同时

公司销售工作人员通过各种信息平台（中国招投标网等）了解客户采购信息，然

后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磋商的方式取得订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客户取得方式、销售方式的合法合规。 

六、关于应收票据，是否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若存在，（1）请公

司分别说明报告期内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发生原因、总额、明细、解付情况

及未解付金额；（2）如未解付，请公司说明未解付的原因及依据，并对未解付

票据金额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3）请公司说明对于该等票据融资

行为的规范措施及规范的有效性；（4）请公司分析采用该等票据融资与采用其

他合法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的差异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公司若不采用该

等票据融资方式，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5）请主办券商、

律师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判

断依据；（6）请公司就上述事项做重大事项提示。 

律师回复： 

本所律师与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沟通，查看信用报告、获取票据备查簿、对

票据进行盘点，结合银行函证及成本费用的核查程序，确认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本所律师对报告期内公司票据业务的发生情况进行核

查，确认公司所取得的应收票据，均具有真实交易背景，不存在购买票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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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应收票据均由正常商业活动产生，不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

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七、报告期内公司吸收合并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构成同一控制

下吸收合并。（1）请公司补充披露收购的必要性、原因、审议程序、作价依据、

收购资金来源、款项支付情况，收购方与被收购方关联关系，收购前被收购方

股权结构、资产、业务和人员情况，重组后与母公司在业务上的分工协作情况、

上述交易对公司业务和财务的影响。（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资产重

组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发表

意见。（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被收购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

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上述收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对收购的合理性、公

允性、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4）请会计师核查报告期

内子公司是否存在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并发表意见，并就企业合并会计核算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律师回复： 

本所律师查询了查询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系 统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等网站及搜索引擎，未发现被收购方存在尚未了结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湖一锅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任何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未受到任何重大行政处罚，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行政处罚或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及湖一锅的工商资料，实际控制人董华林、肖菊姣、董芳合并前合

计持有公司 55%股权，合计持有湖一锅 55%股权，合并后持有公司 55%股权；

汪喻珍、王磊母子合并前合计持有公司 45%股权，合计持有湖一锅 45%股权，

合并后持有公司 45%股权。由于公司合并前后及湖一锅中双方股权结构完全未发

生变动，双方实际利益比例未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收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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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合理。 

该次收购响应了政府指示精神，有利于打造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引进生产技

术和装备、研发智能仪表及智能吹灰器等系列产品、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为企业

今后发展壮大夯实基础。合并前，两家公司经营范围基本一致且属于同一控制，

本次收购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规范同业竞争，有利于企业发展。因此，本次收

购原因合理。 

2015 年 9 月 14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合并湖北湖一锅石

化仪表有限公司，承担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全部债权债务，湖北湖一锅

石化仪表有限公司原股东成为有限公司新股东，变更公司住所为京山经济开发区

永兴大道 9 号，并修改公司章程。合并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1,600 万元，其中董

华林出资 495 万元，汪喻珍出资 405 万元，王磊出资 315 万元，肖菊姣出资 225

万元，董芳出资 160 万元。同日，有限公司与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签署

了《公司合并协议》。2015 年 9 月 16 日，有限公司在荆门日报第 9028 期上刊

登了公司合并公告。2015 年 9 月 24 日，京山县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出具说明，

认定湖一锅无欠税现象。2015 年 9 月 25 日，湖一锅取得了《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同日有限公司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吸收合并湖一锅存在程序瑕疵，根据我国

《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

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但本次合并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刊登公告，而于 9 月 25 日即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显然不符

合《公司法》规定公告期限，但鉴于公司合并，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且至

今也未因本次合并事项发生任何纠纷，同时公司合并各方股东承诺如因本次合并

程序瑕疵引起的纠纷由其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责任。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合

并程序上的瑕疵不会对公司挂牌转让构成实质性障碍。 

八、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且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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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较为紧张，由股东提供财务资助进行补充。（1）请公司结合同行业上市

公司资产负债率及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及

合理性；（2）请公司补充披露最近一期相关借款及应付款项的偿还计划；是否

存在偿债能力不足风险。（3）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获取现金能力、偿债能力，

并请主办券商针对上述情况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发表专业意见。（4）请

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债务纠纷，并对公司是否存在潜在债务纠纷发

表意见。 

律师回复：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

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系统（http://shixin.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hixin.court.gov.cn)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进行检索，未发现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债务

纠纷的法律诉讼。 

公司的负债主要是对股东的无息借款以及短期银行借款等流动负债，根据

《审计报告》，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7,687.37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总额

5,223.87 万元；负债总额为 5,134.2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978.53 万元（含

公司应付股东个人借款金额合计 1,595.19 万元）。公司应付股东个人借款虽然在

财务报表中作为流动负债列报，但可由公司根据自身营运情况，灵活偿还本金，

不具有短期偿还的压力。因此，公司流动资产足以支付对外负债，目前亦没有出

现债务违约的情形或明显迹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可预期的期间内，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的债务纠纷或可预见的潜在纠纷。 

九、公司认定控股股东为董华林、肖菊姣、董芳。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新近挂牌公司的相关案例、公司的股权结构等情况

核查将公司控股股东认定为董华林、肖菊姣、董芳的依据及合理性。 

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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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第 216 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

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

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的股东。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第

48 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

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股东共计 5 名，董华林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占公司有效表决权的 30.94%；董华林之妻肖菊姣、其女董芳均为董华

林之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分别为 14.06%、10.00%，三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55.00%。

报告期内，董华林一直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且根据三人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

议》约定，如三人对股东（大）会、董事会提案、表决权等权利产生分歧时，均

按董华林的意见行使提案、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同时董华林长期担任执行董事、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股份公司成立后，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其女董芳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华林所持股份虽然不足 50%，但以其所控制

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董华林系公司控股股东。 

十、关于非货币出资。2006 年 5 月，有限公司设立时由董华林、汪喻珍、

严峰三名股东以实物及无形资产出资设立；但股东用于出资的资产未提供相关

发票，2017 年 5 月 27 日，公司股东董华林、汪喻珍分别向公司投入 150.00 万

元、50.00 万元。（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前述非货币出资的明细。（2）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非货币出资是否属实、有无权属瑕疵、出资资产与公司经

营的关联性、出资资产所有权转移及其在公司的使用情况、非货币出资程序及

比例是否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资产估值的公允性，并就是否存在出

资不实或其他瑕疵、公司相应的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效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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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6 月，有限公司设立时，董华林、汪喻珍、严峰三名股东实物及无

形资产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固定资产明细： 

序号 房屋房产证号 用途 土地面积 有无抵押 

1 
京山县房权证新市镇字第

00033053 号 
其他用途 493.27 ㎡ 否 

2 
京山县房权证新市镇字第

00033055 号 
其他用途 325.8 ㎡ 否 

3 
京山县房权证新市镇字第

00033056 号 
其他用途 785.32 ㎡ 否 

4 
京山县房权证新市镇字第

00033068 号 
其他用途 94.14 ㎡ 否 

合计 -- -- 1698.53 ㎡ -- 

根据京山腾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腾资评报字（2005）第 40 号《资产评

估报告》，四栋房屋的评估价值为 62.59 万元； 

无形资产明细如下： 

序号 土地证号 地类（用途） 使用权类型 使用权面积 是否设定抵押 

1 京国用（2004）第 2076 号 工业用地 出让 10714.79 ㎡ 否  

根据京山腾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腾资评报字（2005）第 40 号《资产评

估报告》，该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166.08 万元。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对上述房屋及土地申请换发新的不动

产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证书编号为鄂（2017）京山县不动产第 0006448 号。 

2005 年 6 月 21 日有限公司成立时，股东用于出资的实物及无形资产系向湖

北省第一锅炉水位表厂购买取得，由于股东购买该资产之意图即为用于有限公司

设立出资，故将权属主体直接由湖北省第一锅炉水位表厂变更为有限公司。出资

时点，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等他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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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时，履行了相应的评估及验资程序，具体如下：2005 年 6 月 18 日，京

山腾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腾资评报字（2005）第 40 号《资产评估报告》，

以 2005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相关委评资产评估价值为 228.67 万元，其

中建筑物评估价值 62.59 万元，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 166.08 万元。2005 年 6 月

20 日，湖北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鄂金验字（2005）第 37 号《验资报

告》，经其审验，截至 2005 年 6 月 17 日止，有限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

纳的注册资本。 

本所律师认为，有限公司设立时实物出资履行评估验资手续，并进行了产权

变更登记，因此上述实物出资属实，不存在权属瑕疵。 

有限公司设立后，上述房屋及土地用于公司生产办公，使公司具有稳定的生

产经营场所，有利于公司业务开展，且上述房屋及土地进行了产权已变更至有限

公司名下。 

公司设立时适用的《公司法（2004 年 8 月 28 日修正版）》，根据该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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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作价，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

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

的除外。且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的实物出资履行评估验资程序；因此，非货币

出资程序及比例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 

2005 年 6 月 18 日，京山腾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腾资评报字（2005）第

40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了分

项及总体评估，有限公司设立时公司用于出资房屋及土地评估价值为 228.67 万

元；同时，根据目前市场环境，上述房屋及土地均已升值。因此，出资资产估值

具有公允性。 

公司设立时，股东董华林实物及无形资产出资 110 万元、汪喻珍实物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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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万元、严峰实物出资 40 万元，出资实物、无形资产均未见购买发票和付款凭

证，存在瑕疵； 

为补正设立时公司出资瑕疵，2017 年 5 月 27 日，公司股东董华林、汪喻珍

分别向公司投入 150.00 万元、50.00 万元；投入后公司资本公积增加 200.00 万元，

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 

2017 年 6 月 3 日，湖北金恒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鄂金验资（2017）

第 8003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予以确认。 

2017 年 8 月，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出具了《证明》，证明公司自设立

来不存在违法违规记录。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出资评估、验资、工商登记等程序完备，公司拥有

相关资产的完整权属，且一直实际控制该资产；自公司设立以来，未发生关于出

资资产的诉讼纠纷，主管部门亦出具了《证明》，确认公司自设立来不存在违法

违规的行为；同时股东对前述出资瑕疵已以货币进行了全额补足，因此有限公司

设立时虽存在出资瑕疵，但前述出资瑕疵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十一、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锅炉吹灰器、物位仪表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请主办券商及律师：（1）结合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规定核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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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

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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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公司的工作人

员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或者办理相应的登记备案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

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律师回复：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1、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锅炉水位表、液位计、吹灰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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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容器、节流装置、阀门、仪器仪表、金属化工填料生产及配件制造、销售、维

护；锅炉辅机设备安装、维修服务；工业自动化设备生产、销售；石油化工设备

工程服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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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已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公司具

备与经营业务相符的资质。 

2、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锅炉吹灰器、物位仪表系列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其《营业执照》载明的业务范围相符。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所处大行业为 C 类：通用设备制造业；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1

年修订）国家标准（GB/T 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下的“C3411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C 制造业”门类下的

“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下的“C3411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经本所律师核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

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

中规定的限制类或禁止类行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实际经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司的经营资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如下： 

1、公司的经营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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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备案名称 编号/代码 登记/核准机关 有效期 

1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F20154200019

2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

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家税

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 

2015.10.28-2

018.10.18 

2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鄂 H 制

00000143 号 
荆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9.2- 

2018.6.4 

3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证书 

海关注册编码： 

4212960571 
荆州海关 长期 

4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

业备案表 

备案号码：

4201600120 
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5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表 

备案登记表编

号：01975393 
-- -- 

2、公司的产品资质 

（1）计量器具的资质 

序号 
证书/备案名

称 
批准产品名称、型号 批准机关 

1 
计量器具型

式批准证书 

磁翻柱式液位计 

湖北省质

量技术监

督局 

型号 
规格 

准确度 
压力范围 量程范围 

UHC-AZ-EAB 0-10MPa 200-8000mm 
液位误差： 

±10mm 

2 
计量器具型

式批准证书 

浮筒液位计 

湖北省质

量技术监

督局 

型号 
规格 最大允许误

差 公称压力 中心距 

DFW 16MPa 800mm MPE:±2mm 

3 
计量器具型

式批准证书 

玻璃板液位计 湖北省质

量技术监型号 规格 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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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称压力 中心距 督局 

UB 0-10MPa 1700MM ±2mm 

4 
计量器具型

式批准证书 

水位表 

湖北省质

量技术监

督局 

型号 
规格 

准确度 
压力范围 量程范围 

SF303-600 0-32MPa 200-900mm ±10mm 

5 
计量器具型

式批准证书 

石英玻璃管式液位计 

湖北省质

量技术监

督局 

型号 

规格 

准确度 

压力范围 量程范围 

UGS24-021J-500 0-6.4MPa 200-2000mm 

液位误差： 

±10mm 

（2）公司取得计量器具资质与公司产品种类匹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产品名称 型式批准证书 

 

 

 

1 石英管式水位表 

09F040-42 2 高压、超高压双色水位表及电视监控系

统； 3 电接点水位表 

4 石英管式液位计； 09F038-42 

5 磁浮子液位计 

09F039-42 6 UHC-S 型磁浮式电子双色液位计 

7 浮标液位计 

8 玻璃板液位计 15F033-42 

9 电动浮筒液位变送器 13F053-42 

10 平衡容器、节流装置 无需取得型式证书 

（3）防爆资质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号 认证/注册范围 有效期 

1 防爆合格证 CNEx15.2997X 磁性液位传感器 
2015.9.21- 

2020.9.20 

2 防爆合格证 CNEx16.1860X 防爆 LED 灯 
2016.6.24- 

202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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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特种工作人员资质情况： 

序号 姓名 作业项目 证件编号 

1 龚苗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2 陈小龙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3 陈伟松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4 鄢友权 低压电工作业 T422432************ 

5 郭合伟 低压电工作业 T421003************ 

6 肖庆云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7 王磊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8 王磊 1 低压电工作业 T422432************ 

9 王华伟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10 汤革平 低压电工作业 T422432************ 

11 李毅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12 徐三庆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13 姚恩禄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1************ 

14 吴智浩 低压电工作业 T420503************ 

15 何玲 低压电工作业 T420822************ 

16 肖伟 GTAW-FeIII-2G-5/57-FefS-02/10/12 422432************ 

17 简文军 GTAW-FeIII-2G-5/57-FefS-02/10/12 420821************ 

18 王海涛 GTAW-FeIII-2G-5/57-FefS-02/10/12 422432************ 

19 张福平 GTAW-FeIII-2G-5/57-FefS-02/10/12 420821************ 

20 张小东 GTAW-FeIII-2G-5/57-FefS-02/10/12 420821************ 

21 朱家恒 GTAW-FeIII-2G-5/57-FefS-02/10/12 420821************ 

22 王卫兵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T422432************ 

23 鄢友权 N2（叉车司机） 422432************ 

24 冯战洪 N2（叉车司机） 412702************ 

25 王四稳 N2（叉车司机） 
422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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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9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目录》，公司的水位表、液位计属于特种设备目录所列

产品，公司持有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2014 年 10

月 30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修订《特种设备目录》的公告（2014 年第 114

号），将水位表、液位计从“安全附件”一类中移除，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不

属于特种设备，公司产品的设计、生产、经营、维修等不再需要申领特种设备相

应许可证。 

根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及 60 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2016.09.30）》《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

告》，公司的吹灰器系列产品无需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

公司物位仪表中的磁性液位传感器、防爆 LED 灯需要取得防爆电气产品生产许可

证，公司使用该元件的物位仪表均取得了防爆电气产品生产许可证。 

通过核查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相

关资质、备案证书原件、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特种工作人

员均有相应资质；公司持有的与经营相关的资质、许可和认证均在有效期内；公

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和认证，相关业务合法合规，不存在超越资质、

范围进行经营的情况。 

十二、公司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将水位计表体、吹灰器箱壳、齿轮及吹

灰器跑车部分部件委托外部专业锻造、铸造厂家生产。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

（1）外协厂商的数量和名称，外协厂商是否需要并已经取得相应的业务资质；

（2）外协厂商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3）

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4）外协产品、成本的占比情况；（5）外协产品的

质量控制措施；（6）外协生产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占地位，公司在

业务中自行完成的环节和工作。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分别就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

见：（1）外协厂商是否需要并已经取得相应的业务资质；（2）外协厂商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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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3）公司对外协厂商

是否存有依赖。 

律师回复： 

公司委外加工的部件主要包括水位计表体、吹灰器箱壳、齿轮及吹灰器跑车

等，这些部件不属于60类工业产品许可证实施细则目录里的产品、也不属于特种

设备名录、不属于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企业产品，因此无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特种

设备制造许可证及其他相应资质。 

根据公司、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除京山立创木制品

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菊姣的弟弟肖国平控制的企业外，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外协厂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外协厂商主要为公司提供水位计表体、吹灰器箱壳、齿轮及吹灰器跑车

部分部件，上述配件准入门槛低，机械加工工艺比较简单，附加值较低，且不涉

及公司核心技术；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对主要外协厂商累计委外金额均较小，采购规模不大，

且市场上从事外协相关业务的公司较多，具有可替代性。每种外协产品生产厂商

均有两到三家备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外协厂商不存在依赖。 

十三、关于环保事项。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相应要求重

新核查公司环保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就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律师回复： 

（一）公司环境保护情况 

1、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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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

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05 号）、《关于印发<

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 号）等文件

的规定，重污染行业包括：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

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锅炉吹灰器、物位仪表系

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公司日常环境保护情况 

2015年 1月 12 日，京山县环境保护局出具了京环建[2015]01号《关于湖北

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电站锅炉吹灰器生产线技术改造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该意见“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的项目性质、

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2017 年 1 月 21

日，京山县环境保护局出具了京环验[2017]01 号《关于湖北华兴锅炉仪表制造

有限公司电站锅炉吹灰器生产线技术改造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的意见》，该意见认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评文件及审批意见要

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设备，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基本符合

验收条件。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因 2015年 9月，湖北华兴锅炉仪表制

造有限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合并了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故项目名称由

“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电站锅炉吹灰器生产线技术改造及系列产品开

发项目”改为了“湖北华兴锅炉仪表制造有限公司电站锅炉吹灰器生产线技术改

造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 

2016 年 4月 28 日，荆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荆环审[2016]70号《关于湖北

华兴锅炉仪表制造有限公司电站锅炉吹灰器生产线技术改造及系列产品开发项

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该意见“原则上同意按照《环境影响报告

书》中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2017

年 4月 14日，荆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荆环验[2017]15号《关于湖北华兴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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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制造有限公司电站锅炉吹灰器生产线技术改造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二期）

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合同的函》，该意见认为“该工程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

了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文件及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

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经验收合格，原则上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 

同时，本所律师现场对京山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公司目前

生产的所有产品生产线均在环评批复范围之内，不存在建设或改造项目未履行环

评相关手续的情况。 

综上，公司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环评手续，且公司生产的产品未超出环

评文件规定的范围。 

3、排污许可证 

公司报告期内排污情况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日常环保

措施及环保设备运营情况良好；同时，根据京山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根据荆

门市总体安排，公司目前暂时无需向该局申领《排污许可证》。” 

综上所述，公司最近两年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而被处罚的情形，且经主管机关出具证明确认，公司暂时无需申领《排污许可

证》。 

十四、关于消防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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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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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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日常经营场所的地址、建筑面积、消防设施配备情况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及消防工作，自公司设立以来未发生消防安全事

故。公司生产厂房位于京山县新市镇轻机大道 100 号，建筑面积 7259.5 平方米，

配备了符合消防条例及公安消防机关颁布的有关消防法规规定的相关消防设备

（灭火器、消火栓、紧急照明灯、紧急备用电源等），设置了消防安全标志，并

对消防设施定期检修，公司在生产场所设置了疏散通道以及安全出口标识。 

2、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消防安全检查以及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情况 

公司生产厂房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获得京山县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编号为

（京）公消抽告未[2013]第 0013 号之《京山县消防大队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抽查

结果告知书》，该告知书认定“你单位 2013 年 7 月 23 日进行竣工验收备案（备

案号：420000WYS130006313）……经现场验收检查，综合评定为：合格……” 

根据《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有：(一)对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

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四)对大

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公司不属于公众聚集场所、未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不属于应当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的范围。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被举报投诉

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也暂时未受到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或其他消

防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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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三条相关规定，“直辖市、市(地区、州、盟)、

县(市辖区、县级市、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确定本辖区

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所属公安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公安派出所可以

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

况和上级公安机关确定的单位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公司未被京山县公

安消防大队列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因此公司暂未受到相关消防机构实施的日常

消防监督检查。 

本所律师查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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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公司消防相关文件，取得京山县公安消防大队开具的合法合规证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依法申请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手续并接受抽查；

建设工程内设置的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

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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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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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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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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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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对本规定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 

根据《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六条规定：除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

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外，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还有：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

责情况的监督抽查；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对大型群众性活动

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本所律师认为，鉴于公司不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筑工程，无需在投入使用前接受消防安全

检查。根据（京）公消抽告未[2013]第 0013 号之《京山县消防大队建设工程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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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抽查结果告知书》，公司经营场所已经进行消防验收或办理消防备案。 

（2）经核查，公司生产经营场所已通过消防验收或进行了消防备案，并取

得京山县公安消防大队出具《证明》，认定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重大消防

事故，不存在因严重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因此，本所律师公司不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3）由于前述原因，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主要经营场所停止使用或暂

停对外经营活动的风险，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亦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4）本所律师访谈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对公司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了现

场核查。公司生产过程中不涉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不存在消防安全方

面的重大风险，且公司在生产经营场所配备了灭火器、消火栓、紧急照明灯、紧

急备用电源等消防设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重大风险，制定的

预防措施切实可行、有效。 

（5）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经营场所符合消防法律法规要求，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因消防事故或其他消防事项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主要经营场所不存在因消防事项而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情形，公司符合“合法规范

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十五、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关联方、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

中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或挂牌公司；如有，请进一步核查相关信息披露是否保持

一致，存在不一致的，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律师回复：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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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华林 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董事长 

肖菊姣 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 

董芳 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汪喻珍 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 

王磊 公司股东、董事、副总经理 

董彩云 公司董事 

王平 公司财务负责人 

陈嫽 公司监事会主席 

汪爱芳 公司监事 

王磊
1
 公司监事 

董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华林的侄子、董芳的堂弟 

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 股东王磊、肖菊姣、董芳投资设立的公司（已注销） 

肖国平 公司股东肖菊姣的弟弟 

京山立创木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肖菊姣的弟弟肖国平控制的公司 

湖北省第一锅炉水位表厂 董华林、汪喻珍、董芳及王平投资的企业（已注销） 

公司 2017 年 1-5 月、2016 年、2015 年前五名客户为： 

2017 年 1-5 月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占销售总额的比例(%)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12,010,169.22 57.21 

太原锅炉厂经营部 2,270,410.25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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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 2,119,658.12 10.10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 878,619.64 4.19 

东明前海化工有限公司 415,213.67 1.98 

合计 17,694,070.90 84.29 

2016 年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占销售总额的比例(%)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16,393,686.31 43.27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惠州炼化

分公司 

2,564,036.01 6.77 

哈尔滨锅炉厂预热器有限责任公司 2,139,487.17 5.65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 

2,044,102.55 5.40 

太原锅炉厂经营部 1,605,871.84 4.24 

合计 24,747,183.88 65.33 

2015 年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占销售总额的比例(%)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4,504,501.63 57.06 

江苏华美热电有限公司 3,810,256.40 8.87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1,034,243.61 2.41 

太原锅炉厂经营部 942,948.74 2.20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惠州炼化

分公司 

873,694.45 2.03 

合计 31,165,644.83 72.57 

公司 2017 年 1-5 月、2016 年、2015 年前五名供应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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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5 月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无锡市江电固川金属管件有限公司 1,083,381.10 8.68 

深圳市朗兆实业有限公司 888,888.90 7.13 

武汉杭峰不锈钢有限公司 730,700.30 5.86 

京山京龙机械厂 663,487.12 5.32 

湖北双立鼎实业有限公司 516,329.93 4.14 

合计 3,882,787.35 31.13 

2016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京山京龙机械厂 1,791,534.85 7.40 

京山常运机械有限公司 1,418,829.10 5.86 

武汉杭峰不锈钢有限公司 1,039,597.57 4.29 

深圳市朗兆实业有限公司 888,888.90 3.67 

武汉天晟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883,661.46 3.65 

合计 6,022,511.88 24.87 

2015 年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武汉川成伟业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3,425,449.54 16.29 

武汉鼎弘丰贸易有限公司 2,145,969.08 10.20 

福建上新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1,832,854.66 8.71 

湖北湖一锅石化仪表有限公司 1,471,476.09 7.00 

武汉天晟伟业物资有限公司 1,453,236.13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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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328,985.50 49.11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由上市公司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电气”）持股 99.67%；除此之外，前述公司的关联方、前五大客

户、前五大供应商中不存在应在 A 股上市公司或新三板挂牌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中列报的情形。 

同时，经查询上市公司东方电气年报披露信息，公司未出现在东方电气

2015、2016 年年报中。 

综上，公司关于关联方、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披露不存在与 A 股

上市公司或新三板挂牌公司公开信息相冲突的情形。 

十六、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及期后是否存在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2）以上违法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

规，是否取得处罚机关证明；（3）公司针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措施是否真实、有

效。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律师回复：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声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

罪 证 明 ，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通 过 全 国 法 院 被 执 行 人 信 息 查 询 系 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 查 询 系 统 （ http://shixin.court.gov.c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hixin.court.gov.cn)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hixin.csrc.gov.cn)等网站进行检索，上述主体均未被列入失信综合

惩戒对象，亦不存在犯罪记录。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及京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京山县地税局、京山县

国税局、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荆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京山办事处、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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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环保局、京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京山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京山县公安

消防大队等部门出具证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 查 询 系 统 （ http://shixin.court.gov.c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hixin.court.gov.cn)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hixin.csrc.gov.cn)等网站进行检索，未发现公司因违犯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未决诉讼、仲裁。如有，

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1）公司涉及未决诉讼（仲裁）产生的原因、诉讼（仲

裁）标的情况以及诉讼（仲裁）最新进展情况；（2）公司涉及未决诉讼（仲裁）

对公司资产、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对以下事项发表意见：

（1）公司涉及未决诉讼（仲裁）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

涉及未决诉讼（仲裁）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如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请公司做重大事项提示。请申报会计师对公司涉及未决诉讼（仲裁）

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 

律师回复：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 查 询 系 统 （ http://shixin.court.gov.c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hixin.court.gov.cn)，未发现公司存在涉及未决诉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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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补充披露公司报告期后事项 

一、公司报告期后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900万元的议案》《关于

公司以自有房产土地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9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7 年 9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900万元的议案》《关

于公司以自有房产土地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山支行借款人民

币 9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根据前述会议决议内容，公司于 2017年 9月 26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京山支行签署了编号 JS2017036《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900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7年 9月 26日至 2018年 9月 25日。同时，公司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山支行签署了编号 JS2017036《最高额抵押合同》，

公司股东董华林、汪喻珍、王磊、肖菊姣、董芳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京山支行签署了编号 JS2017036《最高额保证合同》。 

2、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7 年 11月 1 日，公司召开了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签署会议决议内容，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锅炉水位表、液位计、吹灰

器、平衡容器、节流装置、阀门、仪器仪表、金属化工填料生产及配件制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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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维护；锅炉辅机设备安装、维修服务；工业自动化设备生产、销售；石油化

工设备工程服务；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及技

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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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正。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经营范围、《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

记备案手续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已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 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对文件进行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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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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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华兴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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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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