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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金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大成证字【2017】第 359-2 号 

致：广州金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金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接受委托，担任贵公司申请股票进

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州金航游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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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出

具了《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金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广州金航游轮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

律师现对《反馈意见》要求本所律师查验的事项及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至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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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出具期间（以下简称“期间内”）公司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就此出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金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另行说明外，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二）。除

非文义另有所指，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的含义与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公司申请本次挂牌转让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查验与验证的基础上，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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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反馈问题回复 

一、《反馈意见》1、公司存在游轮冠名等广告业务。请公司补充披露：（1）

公司涉及的主要广告业务、广告内容情况；（2）公司广告业务办理备案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游轮广告业务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涉及的主要广告业务及内容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内容 合同期限 

1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 

于“金璟”号游船发布珠江啤酒

广告，船身显著位置安放“珠江

纯生”、“珠江纯生真正好纯生”

标识 

2014.06.25-2015.12.31 

2 
广州市震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于“穗港一号”游船船身显著位

置安放“震海商务网”文字标识 
2015.04.10-2016.04.30 

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 

于“穗港之星”号游船船身显著

位置安放“渤海银行”标识 
2013.05.01-2016.04.30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于“金舫”号游船发布广告：游

船以“民生银行财神号”命名，

于船身显著位置安放“中国民生

银行”文字标识，并于船身 LED

屏播放民生银行产品宣传视频

广告 

2013.06.20-2016.06.19 

5 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于“金舫”号游船两侧 LED 电

子广告屏发布福利彩票视频广

告 

2015.10.01-2016.03.31 

6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委员会宣传文体办公室 

于 “金舫”号船身 LED 屏播放

佛山市狮山镇旅游文化视频。 
一次性服务 

7 
广州勤信郅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于“金舫”号游船两侧 LED 电

子广告屏发布郅膳堂视频广告 
2016.05.01-2016.10.31 

8 
广州文博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 

于“珠江水晶”号游船船身显著

位置安放“爱彼家”文字标识 
2015.04.17-2017.02.15 

9 
广州天泓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于“金舫”号游船 LED 屏播放

视频广告，于船身显著位置安放

“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文字标识 

2016.11.01-2017.1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5 年修订）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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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 

《广告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广告的管理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根据上述规定，并依照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的内容，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广告业”。 

根据《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废止），利用户

外场所、空间、设施发布以展示牌、电子显示装置、灯箱、霓虹灯为载体的广告

的，应当就发布该户外广告的行为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户外广告登记，领取

《户外广告登记证》。 

依照该当时生效的法规规定，游船广告属于户外广告范畴。经本所律师查阅

公司报告期内相关广告业务合同，公司所提供的均为广告发布服务，未涉及广告

制作业务。 

经公司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户外广告发布单位，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止，公司并未办理《户外广告登记证》。前引《户外广告登记

管理规定》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废止，而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依照

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所经营的广告业务无需履行广告登记或其他备案程

序。.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发布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

他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以下称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

未经审查，不得发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广告发布前审查程序的规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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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十条规定：“通过终审的广告需在多个地区发布的，广告审查机构应在做

出审查决定后二日内，将《广告审查申请表》复印件抄送各发布地的广告审查机

构备案。”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严格履行审查义务，对广告内容进行查验，在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的户外广告均为普通商业广告，未发布需要进行备案的涉及

特殊行业、特殊内容的广告，公司发布的广告亦不含违反法律法规或违背公序良

俗的内容，未造成不良后果，公司未因前述情形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89 号）第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

版单位（以下统称广告发布单位）从事广告发布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广告发布登记。” 公司不属于上述需要办理广告

发布登记的单位。 

此外，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3 月 8 日发布的《广州市户外广告和

招牌设置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99 号）附则规定，利用船身进行广告

宣传的，无需向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户外广告设置许可。同时，经向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咨询，了解到游船冠名广告不属于该办法管辖范

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事广告业经营取得了主管工商行政部门的审批

登记；公司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前从事户外广告发布业务未办理《户外广告登记

证》的情形，但公司并未因此受到过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截至目前，现行

法律法规针对公司所从事的广告经营业务已经不再要求办理户外广告登记证，无

需履行其他广告登记或备案程序。据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能够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营其广告业务，公司游轮广告业务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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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馈意见》2、公司游轮经营存在劳务外包业务。请公司详细说明劳

务外包的具体内容、外包人员情况、外包人员相关资质取得情况。请主办券商

及律师就公司劳动用工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向劳务服务公司采购外包服务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为劳务承揽，与劳务派遣

的用工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然后向用工单位派出该员工，使其在用工单位的工作场所内劳动，接

受用工单位的指挥、监督，被派遣员工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是劳务用工关系，实

际用工单位需承担可能产生的劳动争议风险。劳务派遣用工适用的是《劳动合同

法》以及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 

向劳务公司采购外包服务是指企业将公司内的部分业务或职能工作内容发

包给相关的机构，由其自行安排人员按照企业的要求完成相应的业务或职能工作

内容，发包企业根据业务完成情况支付对价的一种业务形式，服务发包单位不承

担可能产生的劳动争议风险。在外包服务法律关系中，劳务承揽人是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义务，发包方与承包方通过签署《业务外

包合同》、《劳务承揽合同》等方式确定双方的工作内容、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等。 

根据公司的说明，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减少人力成本，依照行业惯例，公司

向服务承包方采购后勤保障、游船保养等劳务服务。2016 年 11 月 1 日，公司（甲

方）与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劳务承揽服务合同》（下称“《承

揽合同》”），其中约定具体承揽内容为服务员、保洁、安技等。 

根据上述《承揽合同》的约定，乙方作为承揽方负责全面承揽运营甲方交付

的项目，按照甲方的服务标准和流程、工作计划、完成期限要求组织生产，保质

保量完成承揽内容；乙方自行完善劳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其人事管理、运

营管理、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管理等；乙方按时向其从业人员支付薪酬并缴纳各

类社保和公积金、福利，发生劳动纠纷时由乙方全权处理并承担所有责任；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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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制定劳务承揽现场的安全管理制度，对其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乙

方需保证其具有法律规定的经营《承揽合同》中约定事项所需的合格资质，并自

行承担因《承揽合同》业务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 

根据《承揽合同》，外包人员及外包人员相关资质的情况是由广州市海社联

劳务有限公司负责统一进行人事管理，并对其从事相关劳务所需的资质和劳务成

果承担完全的责任。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经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与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

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公司向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采购后勤保障、游

船保养的劳务服务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承揽”的规定。 

公司与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签订《劳务承揽服务合同》，由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

负责对约定业务或劳动所涉专业人员进行人事管理，并承担用人风险和相应的用

人单位法定责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晰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还存在劳务派遣用工的情形，具体情况如

下： 

1、公司曾与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海社联”）签订《劳

务协议书》，由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劳务派遣服务。至 2016

年 11 月，《劳务协议书》终止履行。 

2、游船公司曾与广州南方人才市场（以下简称为“南方人才市场”）签订劳

务派遣协议，由南方人才市场向公司提供劳务派遣服务。2016 年 7 月，协议终

止不再履行。 

3、报告期内，游船公司曾与广州宏港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宏

港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由宏港公司向公司提供劳务派遣服务。201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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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协议到期后双方合作已终止。 

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用工单位在本规定施行前使

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 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案，于本规

定施行之日起 2 年内降至规定比例。” 

公司（含游船公司）2015 年度、2016 年度平均劳务派遣人数分别为 45 人、

34 人，占公司用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31.65%、28.33%。根据上述规定，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存在超越法定用工比例上限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的用工情况，公司停止采取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并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与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承揽服务合同》，向广州市海

社联劳务有限公司采购后勤保障、游船保养等劳务服务。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劳务派

遣的用工方式。公司通过签订《劳务承揽服务合同》，向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

公司采购后勤保障、游船保养等劳务服务，该《承揽合同》的形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向广州市海社联劳务有限公司采购的外包服

务不属于公司劳动用工的一部分，公司与外包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在职员工 98 名，其中包括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

同的员工总数 80 人，以及退休返聘人员 18 人，上述员工均依法与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公司依法为所有正式员工购买了社会保险和住房

公积金，并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公司为在游船上工作的船员依

法进行了船员注册并办理了船员服务簿；公司负责航行工作的技术人员包括船长、

大副、轮机长等高级船员均取得了相应的适任证书、特殊培训证书。 

因此，公司的劳动用工合法合规。 



 

  

 大成 Salans FMC SNR Denton McKenna Long 

dentons.cn 
 

 

第 10 页共 14 页 

 
 

三、《反馈意见》3、公司从事珠江游轮游览业务。请公司详细说明日常安

全运营情况、运输交通合规情况、排污合规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游

览运营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充分揭示相关风险。 

回复：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安全运营、运输交通、排污等方

面的合规情况如下： 

1、公司的日常安全运营情况 

公司以其拥有的 5 艘游船为其业务载体及主要经营场所。为保障内河船舶的

航行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对船舶设备安全、船员专

业能力提出了基本的航行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船舶具备下列条

件，方可航行：（一）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依法检验并持有合格

的船舶检验证书；（二）经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并持有船舶登记证书；（三）配

备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船员；（四）配备必要的航行资料。” 

公司拥有 5 艘游船满足上述航行条件，具体如下：第一，公司游船均依法由

法定船舶检验机构船舶检验局或中国船级社的检验按照《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检验，包括游船建成后的初次检验及运营维护过程中的

定期检验。公司游船各项设施、设备均符合安全技术状况的强制性标准；第二，

公司游船均依法向广州海事局办理了船舶登记，持有《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第三，公司船舶依法配备有相应的船员及航行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船员经水上交通

安全专业培训，其中客船和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的船员还应当经相应的特殊培训，

并经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方可担任

船员职务。严禁未取得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船员上岗。船员应当遵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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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公司依照船舶检验的要求，每艘游船都配备有相应数量的船员。船员均具备

航行要求的专业能力及素质。公司船员依法完成了基本安全培训、并持有相应的

特殊培训证书和适任证书。 

为保障日常运营安全，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生产制度及操作规程，配备

了相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制定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公司专门设立

了安全技术部，全面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成立安全生产领导机构，

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活动的开展。通过职工安全素质

的提高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促进公司安全生产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通过反“三违”活动，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现象的发生。通

过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杜绝各类事故的发

生，努力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 

此外，针对报告期内“金舫”号游船发生的安全事故，公司已采取了积极的

善后措施，并通过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对游轮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

制定了详尽的整改方案。为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公司采取了多项专项整改

措施，具体如下： 

（1）增设防护网，提高防护标准。船上原先搭建的部分游轮缆桩与周边围

栏处的间隙设置虽符合相关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身高 70cm 以下的幼童来说

仍存在安全风险。公司对所有游轮立即采取措施，提高防护标准，在缆桩与周边

围栏的空隙加装安全防护网。在相关部门确定设计方案后安装了永久性可移动式

围栏，以便于兼顾船员系缆操作需要和游客安全。 

（2）提升和完善船上安全监控配置。增加游轮上的视频监控数量，多角度

全方位对重要区域和危险位置进行了实时监控，在游轮驾驶台设置中央视频监控

显示屏，以便于驾驶员能及时了解全船的动态，及时发现和制止游客的不良行为。 

（3）强化船上安全员职责。值班安全员统一佩戴标志，加强开行期间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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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在原来巡查制度基础上加强甲板、走道的安全巡查，发现游客如有不安

全的行为及时进行劝告和制止。落实好重点对象、可疑人员的安全监控。 

（4）加强对游客的引导，在关键位置增加警示标识。在登船时，注意对老

人、小孩、酒后等特定游客及其陪同人员进行特别安全提示。 

2、运输交通合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风险防控措施运行正常，根据行政管理部门广州内港海

事处、广州港务局内港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不存在因违

反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初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 2015 年 9 月发生的“金舫”号事件以外，未发

生其他安全事故，不存在其他因航运安全事故而产生民事纠纷或赔偿的情况。 

3、排污合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

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由交通主管部门的海事管理机构对船

舶污染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中

国籍船舶防治污染的结构、设备、器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经海事管

理机构或者其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公司船舶依

照《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相关要求，根据不同游船的规格情况，由广

东省海事局及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对游船防治污染的结构和设备予以检验，并签

发了《内河船舶防止垃圾污染证书》、《内河船舶防止油污证书》、《内河船舶防止

空气污染证书》、《内河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等证明。 

经公司陈述并经核查，公司未向水体排放污染物。游船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工

作人员每日统一转移至岸上处理；无法自行处理的油污等污染物，公司统一搜集

并交由专业船舶污染物处理清理公司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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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海事局出具的《证明》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

在因防污染相关管理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游船排污情况合法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安全运营情况良好；公司遵守运输交通及防

治船舶污染的法律法规，报告期内未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公司游览运

营情况合法合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自本所盖章并由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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