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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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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粤金桥非字第 083-02 号 

 

致：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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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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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其他有关规定和指引，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

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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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法律意见书》”）、《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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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下发的《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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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和公司的要求，本所律师特对《反馈意见（二）》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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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  言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语具有

如下特定的含义： 

简称 定义 

龙能城市股份、公司 指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龙能物业有限 指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挂牌 
指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 

龙能房地产 指广州市龙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宜昌君和 
指宜昌君和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宜昌君和劳

务派遣有限公司） 

扶祥电梯 指山东扶祥电梯有限公司 

云南龙能 指云南龙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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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担保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破产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行政处罚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税收征管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企业所得税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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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定义 

《增值税暂行条例》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管理办法》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 

《业务规则》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内容与格式指引》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 

《挂牌条件指引》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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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章程必备条款》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商标局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广州市工商局 指广东省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

书（申报稿）》 

《审计报告》 
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天

健审〔2017〕7-557 号”的《审计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17]粤金桥非字第

083 号《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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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17]粤金桥非字第

083-01 号《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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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定义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反馈意见（二）》 
指《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17]粤金桥非字第

083-02 号《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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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国盛证券 指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开元评估 指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所 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境内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 

境外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报告期、两年及一期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 月至 6 月 

元 指人民币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业务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遵循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依赖的有关资料进行

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已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

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

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与本

次挂牌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挂牌转让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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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股份公司本次挂牌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龙能城市股份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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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股份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

声明或证明文件以及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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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

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反馈意见（二）》所涉相关法

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股份公司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

报告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

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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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任何解释

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龙能城市股份为申请挂牌转让之目的而使

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用词和简称的含义与《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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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反馈意见（二）》问题的回复意见	

（一）报告期公司存在向业主收取水电费并确认收入的情况。（1）请公司

在说明书财务分析部分补充披露该部分收入的归集以及各期金额、占比；（2）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费用收取的发票获得和开具情况，税收缴纳是否合法合规；

（3）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费用收取作为销售而非代收代付的原因，补充披露向

业主收取相关费用的溢价情况及其合理性，并提供相关合规性文件；（4）请中

介机构逐项核查上述情况，并对公司该项收入的合法合规性及其会计处理的合规

性发表核查意见。（《反馈意见（二）》问题 3）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报告期内向业主收取水、电费并确认收入的

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1）查阅公司水费、电费的收入明细；（2）查阅公司的

《审计报告》；（3）查阅供水、电单位开给公司的水费、电费发票；（4）查阅

公司就水、电费收入的纳税凭证；（5）取得公司出具的水、电费溢价情况说明；

（6）查阅与物业管理公司收取水电费相关的法律法规；（7）取得税务部门及其

他主管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 

 

回复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收取水、电费的归集、金额和占比情况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含分公司）收取

水、电费的详情如下： 

（1）水费的收取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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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水费收入 
占当期营业 

收入比例 
营业收入 

2015 年度 2,122,772.19 4.67% 45,412,178.55 

2016 年度 2,529,064.03 4.33% 58,457,503.81 

2017年 1-6月 1,221,264.47 3.06% 39,858,653.49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水费收入归集为主营业务

收入。 

（2）电费的收取情况 

期间 电费收入 
占当期营业 

收入比例 
营业收入 

2015 年度 4,589,302.96 10.11% 45,412,178.55 

2016 年度 7,482,194.43 12.80% 58,457,503.81 

2017年 1-6月 4,708,160.93 11.81% 39,858,653.49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电费收入归集为主营业务

收入。 

 

2.报告期内，公司收取水、电费用的发票收取和开具情况，税收缴纳是否

合法合规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收取业主水、电

费的单位为总公司、临沂分公司、莒南分公司、商洛分公司。其中： 

（1）公司水、电费的发票获得情况 

供电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对公司所管辖物业项目按照各项目的总表抄量计费，

水电费的计费单价以供电公司和自来水公司每月提供的收费通知单为准，并按月

开具水电费发票给物业公司各分公司。发票开具单位分别为广州南沙粤海水务有

限公司、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临沂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市盛泉自来水有

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临沂供电公司、莒南县自来水公司、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莒南县供电公司、商洛市自来水公司等，发票项目分别列示为电费、水费

或自来水。公司据此确认成本。 

 

（2）公司收取水、电费时的发票开具情况 

公司收取水电费的发票开具对象为未抄表到户的物业项目的业主。公司按



- 10 - 

照收入确认原则在达到收入确认标准时，确认收入及税费，根据业主需求开具

以水费、电费作为发票项目的增值税票，在 2016 年 05 月 01 日营改增前开具的

是营业税票。 

 

（3）税收缴纳合法合规性核查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龙能城市股份及上述分公司主管税务部门网站核查，未

发现公司因收取水电费纳税被处罚的情形。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临沂市地方税务局兰山

分局柳青中心税务局、临沂市国家税务局柳青税务分局、莒南县地方税务局、莒

南县国家税务局、商洛市商州区地方税务局、商洛市商州区国家税务局城区税务

分局等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及上述收取水电费的分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

欠税、违反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情形。 

同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出具了《承诺》：如果公司因向供水、供电

公司按照总表抄量支付水电费并向业主收取水电费的事宜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

行政处罚或其他任何损失，均由本人承担，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无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税费均足额缴纳，税收缴纳合法

合规。 

 

3.水、电费用收取作为销售而非代收代付的原因，补充披露向业主收取相

关费用的溢价情况及其合理性，并提供相关合规性文件 

（1）水、电费用收取作为销售而非代收代付的原因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仅有总公司、临沂分公

司、莒南分公司及商洛分公司存在向供水、供电公司按照总表抄量支付水电费

并向业主收取水电费的情形，收取的原因为该部分小区尚未实现抄表到最终用

户，供水、电单位直接向公司收取水、电费，再由物业公司向小区的业主收取

水、电费。 

公司收取水电费不属于代收代付，理由如下：a.供水、电单位与公司未签署

代收水、电费的委托协议，双方未建立委托关系；b.供水、电单位直接开发票给

公司，并不是开给业主，业主缴纳水、电费的发票由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开具；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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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供电单位在向公司收取水电费时，公司需先行垫付该部分费用，然后再

向业主收取费用；d.部分业主存在逾期缴纳甚至拒不缴纳水电费的情形，该风

险由公司承担；e.若公司收取水、电费作为代收代付的话，则需要供水、供电单

位的委托，同时并不需要垫付费用、承担水电费逾期缴纳甚至不缴纳的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收取水、电费应当作为销售而非代收代付。 

 

（2）公司收取水、电费的溢价情况及其合理性 

①水费的溢价情况 

地区 项目名称 水费性质 

向业主收取

的单价（元

/m³） 

向供水单位支

付的单价（元

/m³） 

溢价金额（元

/m³） 

广州市① 丰庭花园 商业用水 1.95 2.27 -0.32 

临沂市 

北城名居 商业用水 4.05 3.85 0.20 

鼎峰新立方 商业用水 4.35 3.85 0.50 

理想家 商业、住宅用水 
商业 4.35 

住宅 3.20 

商业 3.85 

住宅 3.20 

商业 0.50 

住宅 0.00 

天泰华府 商业用水 4.03 3.85 0.18 

容郡国际② 商业、住宅用水 3.35 
商业 4.79 

住宅 3.33 

商业-1.44

住宅 0.02 

秀水雅苑 商业、住宅用水 
商业 3.85 

住宅 3.20 

商业 3.85 

住宅 3.20 
0.00 

嘉益香槟城 商业、住宅用水 3.20 2.82 0.38 

御龙湾润园 商业、住宅用水 
商业 3.85 

住宅 3.20 

商业 3.85 

住宅 3.20 
0.00 

御龙湾清园 商业、住宅用水 
商业 3.85 

住宅 3.20 

商业 3.85 

住宅 3.20 
0.00 

商洛市 万事达广场 商业用水 6.00 4.70 1.30 

莒南县 尚城府邸 商业、住宅用水 
商业 4.00 

住宅 2.75 
2.57 

商业 1.43 

住宅 0.18 

    注：①广州市南沙区发展和改革局、广州市南沙区环保水务局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

布《关于调整我区污水处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穗南发改[2017]72 号），规定调整南沙

区全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经调整后的丰庭花园业主应缴纳的污水处理费由 0.7 元/吨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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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95 元/吨，该通知规定自 2017 年 9 月 1 日实施。但由于污水处理费正式提价落实时间

滞后、正式向业主提高水费需小区公示、讨论等流程，公司基于谨慎性、保障服务质量等

考虑，目前仍按主管部门提高污水处理费之前的标准向丰庭花园的业主收取相应水费。因

此，公司上表中存在向丰庭花园业主收取的水费比向供水公司支付的价格稍低的情况。 

②临沂分公司在管的容郡国际由于历史原因暂未实现“抄表到户”、住宅用水占比

70%（非住宅用水占比 30%），且公司沿用开发商与业主协商的价格进行水费的收取，故临

沂分公司向容郡国际向个人、商铺收取的商业水费、住宅水费均按照 3.35 元/m³的价格收

取。因此，公司上表中存在向容郡国际业主收取的商业用水价格比向供水公司支付的价格

略低的情况，但公司目前正在向相关行政主管申请小区的水表安装，后续公司不再向容郡

国际业主收取相应水费。 

②电费的溢价情况 

地区 项目名称 电费性质 

向业主收取的

单价（元

/kW•h） 

向供电单位支

付的单价（元

/kW•h） 

溢价金额（元

/kW•h） 

广州市 丰庭花园 商业用电 1.02 0.64、0.70 0.38-0.62 

临沂市 

北城名居 商业用电 1.10 0.83 0.27 

鼎峰新立方 商业用电 1.20 0.85 0.35 

理想家 商业用电 1.10 0.85 0.25 

天泰华府 商业用水 1.10 0.83 0.27 

秀水雅苑 商业用电 1.20 0.82-0.90 0.3-0.38 

御龙湾润园 商业用电 1.10 0.55 0.55 

御龙湾清园 商业用电 1.10 0.85 0.25 

华强领秀园 商业用电 
0.85、0.55、

1.00 
0.55 0.00-0.45 

商洛市 万事达广场 商业用电 1.10 0.96 0.14 

莒南县 尚城府邸 商业用电 1.10 0.55/1.10 0.55/0.00 

③合理性分析 

经本所律师查阅《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电力供应和使用条

例》、《城市供水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不属于转售水电，水、电费实

质由供水供电公司收取，公司收取的溢价部分为损耗、提供二次供水加压及日

常维护等附加服务费用。 

同时，公司收取水、电费并不属于代收代付的情形，因此不属于《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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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四十四条“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

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

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规定的情形。 

公司根据与业主的《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向业主收取水、电费，虽然存在溢

价的情况，但该溢价产生的原因为：a.无论物业公司是否已收取对应费用，物业

公司均需按时向供应单位及时、足额支付费用，为开展业务过程中实际的风险

承担者，并且通常在业主未向物业公司支付相应费用前，物业公司需要用自有

资金垫支，其垫支资金存在成本;b.若个别业主拒不支付费用，物业公司亦无权

停止水、电的供应，将独立承担无法回收相关款项的风险；c.对于确认水电收

入的项目，物业公司在向最终用户供应的过程中，还主动承担了管理运营工作

并付出相应成本：在水费收入确认上，部分项目存在由物业公司提供了供水二

次加压的情形，同时公司还承担了因跑、冒、滴、漏等原因形成的对外结算总

表与对各业主分表之间差异而产生的成本；d.在电费收入确认上，公司收取的

仅为商业电费，服务的项目因规模大、所需电能较多，物业项目内的变压器、线

损耗等产生的能耗成本以及其他供应环节产生的成本均由物业公司承担。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收取水电费存在的溢价的情况合理，未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合规性文件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收取业主水、电费的地区为广州市、临沂市、商洛市和莒

南县，本所律师核查了《物业管理条例》、《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广州市

物业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临沂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实施办法》、《商洛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关于调整销售电价的通知》（粤

价【2011】275 号）、《陕西省城市供水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商洛市物价局

关于我市市区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商政价发【2015】

22 号）、《关于调整陕西电网电力价格的通知》（陕价价法[2011]73 号）及《陕

西电网销售电价表》、《关于临沂市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的通知》临

价格发〔2015〕137 号及其附件 2《临沂市城市供水价格表》、《关于调整我省

电价的通知》（鲁价格发【2011】201 号）及其附件《山东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莒南县自来水公司现行供水价格》、《关于调整我省电价的通知》（鲁价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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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 号）及其附件《山东省电网销售电价表》等相关法律法规，未发现

上述文件中对公司收取业主水、电费存在溢价的情形有禁止性规定。 

临沂市物价局、莒南县物价局出具了《证明》，证明上述主体报告期内严格

遵守国家有关物业服务企业收费方面的法律、法规，收费项目无违法、违规等收

费行为。经本所律师在广州市物价局和商洛市物价局的门户网站及信用中国网站

查询，未发现上述主体报告期内存在违反国家有关物业服务企业收费方面的法

律、法规的行为。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承诺函》：龙能股份目前管理的

项目部分存在因供水、供电公司不能抄表到户而溢价收取水电费的情况，如龙能

股份前述行为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或其他任何损失，均由本人承

担，与龙能股份无关。 

根据公司及收取水电费的分公司所在地的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国税及地税

主管部门已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查询网(http://zhixing.court. gov.cn/search/)及各分公司所在地区的主

管部门网站核查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未发现公司

存在因收取水电费而被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存在销售水、电的情形，上述销售

水、电的行为合法合规。 

 

二、其他重要事项 

除上述反馈问题之外，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公司

存在以下情况需补充披露： 

 

（一）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公司 

2017 年 11 月 0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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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前海汉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市龙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深圳市龙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

工商设立登记。 

名 称 深圳市龙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TYTM4C 法定代表人 李强 

住 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后海大道 2378 号芒果网大厦 5 楼 B02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股权结构 
深圳前海汉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5%；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5%。 

经营范围 

为创业企业提供管理服务；网络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济信息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自有物业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综

合布线工程。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07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龙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合

法设立，当前存续有效。  

 

（二）公司新增的行政处罚事项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临沂市公安消防支队兰山区大队出具编号为“临公兰

（消）行罚决字[2017]123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的原因为广州市龙

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管理的滨河新天地消防柜故障运行，消防

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因此，临沂市公安消防支队兰山区大队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

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缴纳

了贰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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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公安消防支队兰山区大队于2017年12月22日就本次处罚出具了《证

明》，证明本次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被行政处罚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临沂分公司已按要求缴纳了罚款并进行了整改，不会对本次公司申请挂牌造成

实质障碍。 

 

除上述已经补充披露的情况之外，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

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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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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