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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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粤金桥非字第 0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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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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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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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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

司的要求，本所律师特对《反馈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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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意见》
指《关于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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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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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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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根

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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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龙能城

市股份与本次挂牌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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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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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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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相应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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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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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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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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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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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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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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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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词和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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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反馈意见》问题的回复意见

（一）关于历史沿革。请公司补充披露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价款支付

情况、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是否

存在股权代持（包括持股平台）及潜在纠纷等情况进行了核查：（1）取得并查

阅 公 司 的 工 商 内 档 资 料 ， 并 登 陆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gsxt.saic.gov.cn）查询；（2）取得公司历次增资的验资报告；（3）

取得公司股东的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4）对公司股东进行访谈；（5）取

得全体股东关于股份不存在代持、纠纷及其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6）登

录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广 东 法 院 网

（ http://www.gdcourts.gov.cn/gdgy/s ） 以 及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shixin.court.gov.cn/）对股东的涉诉情况进行核查。

回复意见：

1.公司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价款支付情况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底档资料、验资报告及股东的转账凭证等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股权历次变动资金来源及价款支付情况如下：

（1）2008 年 10 月公司成立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http://gsxt.s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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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40.00 40.00 50.00 货币

2 刘粤芳 22.24 22.24 27.80 货币

3 徐爱学 17.76 17.76 22.20 货币

合计 80.00 80.00 100.00 --

王广军、刘粤芳和徐爱学已实缴上述投资款，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

广州东辰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8 年 09 月 28 日出具了“东辰验字第 2008244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08 年 09 月 28 日止，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币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80.00 万元，其

中王广军以货币出资 40.00 万元，刘粤芳以货币出资 22.24 万元，徐爱学以货币

出资 17.76 万元。

（2）2009 年 03 月第一次增资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150.00 150.00 50.00 货币

2 刘粤芳 83.40 83.40 27.80 货币

2 徐爱学 66.60 66.60 22.20 货币

合计 300.00 300.00 100.00 --

王广军、刘粤芳和徐爱学已实缴上述增资款，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

2009 年 02 月 18 日，广州中庆会计师事务所对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此次增资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中庆验字 2009020258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09 年 2 月 18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以货币出资合计人民币 220 万元，其

中王广军以货币出资 110.00 万元，刘粤芳以货币出资 61.16 万元，徐爱学以货

币出资 48.84 万元。

（3）2013 年 08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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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08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股东王广军、刘粤芳、徐爱学以

及新增股东涂三毛、汤军均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审议并一致通过：（1）

股东刘粤芳将其持有的 10.00%公司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 30 万元）转让给王广

军；（2）股东刘粤芳将其持有的 3.90%公司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 11.7 万元）

转让给涂三毛；（3）股东徐爱学将其持有的 3.60%公司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

10.8 万元）转让给涂三毛；（4）股东徐爱学将其持有的 7.5%公司股权（对应的

注册资本 22.50 万元）转让给汤军。

2013 年 08 月 14 日，刘粤芳、徐爱学与王广军、涂三毛、汤军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刘粤芳、徐爱学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1元／出资额。

公司股权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180.00 180.00 60.00 货币

2 刘粤芳 41.70 41.70 13.90 货币

3 徐爱学 33.30 33.30 11.10 货币

4 涂三毛 22.50 22.50 7.50 货币

5 汤军 22.50 22.50 7.50 货币

合计 300.00 300.00 100.00 --

根据公司股东提供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王广军、涂三毛和汤军均已支

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王广军、涂三毛和汤军的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

金。

（4）2015 年 01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01 月 05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股东王广军、刘粤芳、徐爱学、

涂三毛和汤军均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议审议并一致通过：（1）股东刘

粤芳将其持有的公司 13.9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 41.70 万元）转让给王广军；

（2）股东徐爱学将其持有的公司 11.1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 33.30 万元）转

让给王广军。

2015 年 01 月 05 日，刘粤芳、徐爱学与王广军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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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刘粤芳、徐爱学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1元／出资额。

公司股权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255.00 255.00 85.00 货币

2 涂三毛 22.50 22.50 7.50 货币

3 汤军 22.50 22.50 7.50 货币

合计 300.00 300.00 100.00 --

根据王广军提供的股权转让购买款的转账凭证，王广军已支付上述股权转让

款。王广军的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

（5）2015 年 03 月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03 月 30 日，龙能物业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作出

决议，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先的30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000.00万元人民币，

新增注册资本 700.00 万元由原股东认购，其中公司股东王广军认购新增注册资

本 595.00 万元，股东涂三毛认购新增注册出资 52.50 万元，股东汤军认购新增

注册资本 52.50 万元。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850.00 850.00 85.00 货币

2 涂三毛 75.00 75.00 7.50 货币

3 汤军 75.00 75.00 7.5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

王广军、涂三毛和汤军已实缴上述增资款，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

师对王广军、涂三毛和汤军的访谈确认，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

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恒越会验（2015）A357 号”

的《验资报告》，截止 2015 年 05 月 07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王广军的 5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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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涂三毛 52.5 万元出资，汤军 52.5 万元出资，以上出资方式为货币。本次

增资后，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6）2016 年 07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和第三次增资

2016 年 06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股东王广军、涂三毛、汤军以及

新增股东李时进、姜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审议并一致通过：（1）股

东王广军将其持有的公司 15.0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转让给李

时进，转让金为 150.00 万元；（2）股东王广军将其持有的公司 10.00%股权（对

应的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转让给姜敏，转让金为 100 万元；（3）公司注册资

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2000 万元，其中，股东王广军认购新增的注册资本 540.00

万元，股东汤军认购新增的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股东涂三毛认购新增的注册

资本 85.00 万元，股东李时进认购新增的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股东姜敏认购

新增的注册资本 100 万元。

2016 年 6 月 30 日，王广军与李时进、汤敏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

合同约定王广军向李时进、汤敏转让股权的价格为 1元／出资额。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1,140.00 1,140.00 57.00 货币

2 李时进 300.00 300.00 15.00 货币

3 姜敏 200.00 200.00 10.00 货币

4 汤军 200.00 200.00 10.00 货币

5 涂三毛 160.00 160.00 8.00 货币

合计 2,000.00 2,000.00 100.00 --

根据王广军提供的股权转让款的转账凭证，李时进和姜敏均已向其支付上述

股权转让款。李时进和姜敏的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

王广军、李时进、姜敏、汤军和涂三毛均已实缴上述增资款，资金来源均系

自有资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出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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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天健粤验[2016]7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已

收到王广军的 540.00 万元出资，李时进的 150.00 万元出资，汤军的 125.00 万

元出资，姜敏的 100.00 万元出资，涂三毛的 85.00 万元出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实缴资本 2,000.00 万元。

（7）2016 年 11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1 月 02 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全体股东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与

会股东审议并一致通过：（1）股东李时进将其持有公司的 13%股权（对应 26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股东王广军，转让金额 260 万元；股东李时进将其持有公

司的 2%股权（对应 4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股东涂三毛，转让金额 40 万元。

2016 年 11 月 02 日，李时进与王广军、涂三毛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

书》，合同约定李时进向王广军、涂三毛转让股权的价格为 1元／出资额。

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1,400.00 1,400.00 70.00 货币

2 涂三毛 200.00 200.00 10.00 货币

3 汤军 200.00 200.00 10.00 货币

4 姜敏 200.00 200.00 10.00 货币

合计 2,000.00 2,000.00 100.00 --

根据王广军、涂三毛提供的股权转让款的转账凭证，王广军和涂三毛均已支

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王广军和涂三毛的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

（8）2017 年 01 月第四次增资

2016 年 12 月 31 日，龙能物业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作出

决议：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先的 2,0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220.00 万元人民

币，新增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由公司新股东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

认缴。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5元／出资额。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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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1,400.00 1,400.00 63.06 货币

2

广州市创盈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20.00 220.00 9.91 货币

3 涂三毛 200.00 200.00 9.01 货币

4 汤军 200.00 200.00 9.01 货币

5 姜敏 200.00 200.00 9.01 货币

合计 2,220.00 2,220.00 100.00 --

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实缴上述增资款，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为

自有资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了编号为“天健粤验

[2016]82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广州市

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00.00 元出资，其中 220.00 万元为新增的注册

资本，剩余 88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2,220.00 万元，实收资本 2,220.00 万元。

（9）2017 年 03 月第五次增资

2017 年 03 月 17 日，龙能物业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作出

决议：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先的 2,22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400.00 万元人民

币，新增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由公司股东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认

缴。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5元／出资额。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1,400.00 1,400.00 58.34 货币

2
广州市创盈

投资管理有
400.00 400.00 16.67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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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3 涂三毛 200.00 200.00 8.33 货币

4 汤军 200.00 200.00 8.33 货币

5 姜敏 200.00 200.00 8.33 货币

合计 2,400.00 2,400.00 100.00 --

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实缴上述增资款项，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均

为自有资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了编号为“天健粤验

[2017]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01 月 19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广州市

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0 万元出资，其中 180.00 万元为新增的注册资本，

剩余 72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0.00 万元，实收资本 2,400.00 万元。

（10）2017 年 9 月公司股改后第一次增加股本

2017 年 9 月 9 日，龙能城市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增加股本

54.20 万股的决议，新增的股本由公司股东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认

购，增资价格为 5元／股。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王广军 1,400.00 1,400.00 57.0451 净资产折股

2

广州市创盈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54.20 454.20 18.5070
净资产折

股、货币

3 涂三毛 200.00 200.00 8.1493 净资产折股

4 汤军 200.00 200.00 8.1493 净资产折股



- 16 -

5 姜敏 200.00 200.00 8.1493 净资产折股

合计 2,454.20 2,454.20 100.00 --

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实缴上述增资款项，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为

自有资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了编号为“天健粤验

[2017]3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广州市

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1.00 万元出资，其中 54.20 万元为新增的股本，剩余

216.8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54.20

万元，实收资本 2,454.20 万元。

2.历次股权变动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潜在纠纷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进行了六次增资、四次股权转

让，详情参见《法律意见书》正文“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中的内容。根据公

司提供的股东出资凭证、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股东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初始股权形成及历次股权变动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均不存

在股权代持、潜在纠纷。

3.持股平台的历次股权变动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潜在纠纷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持股平台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股东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比例（%）

1 尹诗锦 340.00 340.00 14.9710

2 王广军 188.90 188.90 8.3180

3 王广振 150.00 150.00 6.6050

4 刘媛 100.00 100.00 4.4030

5 王国清 100.00 100.00 4.4030

6 黎湘平 100.00 100.00 4.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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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比例（%）

7 王涛 80.00 80.00 3.5230

8 程成 70.00 70.00 3.0820

9 姜敏 68.00 68.00 2.9940

10 王向平 60.00 60.00 2.6420

11 王营营 58.00 58.00 2.5540

12
北京地雅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51.00 51.00 2.2460

13 涂三毛 50.00 50.00 2.2020

14 梁莲英 50.00 50.00 2.2020

15 邹慧 50.00 50.00 2.2020

16 张埃贵 50.00 50.00 2.2020

17 麦淑明 50.00 50.00 2.2020

18 杨涛 50.00 50.00 2.2020

19 王安坤 50.00 50.00 2.2020

20 屈强 50.00 50.00 2.2020

21 王道鹏 50.00 50.00 2.2020

22 鲁坤成 50.00 50.00 2.2020

23 赵振宇 50.00 50.00 2.2020

24 赵西洋 50.00 50.00 2.2020

25 陈康 50.00 50.00 2.2020

26 闫利军 25.00 25.00 1.1000

27 谭明勇 25.00 25.00 1.1000

28 李金雨 24.00 24.00 1.0570

29 谢梅 21.60 21.60 0.9510

30 汤军 20.00 20.00 0.8810

31 石小基 20.00 20.00 0.8810

32 陈东元 20.00 20.00 0.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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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比例（%）

33 赵保云 20.00 20.00 0.8800

34 刘雷 15.00 15.00 0.6610

35 龚浩 14.50 14.50 0.6380

36 范明 10.00 10.00 0.4400

37 王彬 10.00 10.00 0.4400

38 徐鹏 10.00 10.00 0.4400

39 刘鹏 10.00 10.00 0.4400

40 李长兴 10.00 10.00 0.4400

合计 2271.00 2271.00 100.0000

根据创盈投资出具的说明、上述股东出具的相关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

盈投资初始股权形成及历次股权变动后的股权结构中，上述股东持有创盈投资的

股权，均不存在股权代持、潜在纠纷。

（二）公司报告期内第一大客户为日照市人民医院，请主办券商、律师就

以下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物业管理合同的签署是否需要通过招投标

程序，公司获取项目的途径和方式是否合法合规；（2）公司为此类客户服务的

过程是否涉及行业的准入审批备案程序。（《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3）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与日照市人民医院合作的合法合规、是否涉及

行业准入审批备案程序等情况进行了核查：（1）查阅了公司与日照市人民医院

签署的《政府采购合同》；（2）查阅了日照市人民医院五号楼保洁服务的招标

文 件 、 公 司 的 投 标 文 件 ； （ 3 ） 登 陆 中 国 山 东 政 府 采 购 网

（http://www.ccgp-shandong.gov.cn/sdgp2014/site/index.jsp）等网站对该

招投标信息进行核查；（4）现场访谈了日照市人民医院的相关业务人员；（5）

取得日照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说明》；（6）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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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回复意见：

1.公司与日照市人民医院签署的物业管理合同通过招投标程序，公司获取

项目的途径合法合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日照市人民医院签订的合同需要通过招投标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日照市人民医院在中国山东政府采

购网等网站公示日照市人民医院五号楼保洁服务项目的招标公告，公司通过相关

网站公示的招标信息获得项目信息，并按照招标公告的要求提交标书，经过专家

评委评分对比后，公司成为为日照市人民医院五号楼提供保洁服务的中标单位。

2014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取得《日照市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成交）通知书》（备

案编号：WT-RZCG2014-1150-1），并与日照市人民医院签署了《政府采购合同》。

根据日照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说明》，公司取得该项目的投标手续合法合规，

同时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日照市东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公司、日照分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现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

公司与日照市人民医院签署的物业管理合同经过了招投标手续，公司通过网

站公示信息获取项目信息，按招标公告的要求参与投资，并最终中标。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获取该项目的途径和方式合法合规。

2.公司为此类客户服务的过程不涉及行业的准入审批备案程序

（1）公司具备为日照市人民医院 5号楼提供清洁服务的资质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日照市人民医院 5号楼清洁服务项

目的招标公告中，合格投资人的具体要求为：

①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②投标人须具有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

164 号令）规定的三级及以上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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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社会声誉，在从事类似物业管理服务工作

期间，未发生过重大的管理责任事件（含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等）。

④本次招标不接受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投标人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满足上述资质要求，具备参与该项目的投标资格。

（2）公司为日照市人民医院 5号楼提供的保洁服务为普通的清洁服务

根据公司与日照市人民医院签署的合同，公司为日照市人民医院 5号楼提供

的物业服务为保洁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①5号病房楼所有区域（卫生间、电梯间、安全通道、走廊、大厅、诊室、

病房、墙面，内外玻璃等）的保洁。

②5号病房楼内设备、设施的清洁（橱柜、床、床头桌、陪护椅、凳子、椅

子、办公桌、消防器、标识牌、输液架等）。

③楼梯扶手、门窗框、电梯轿厢等各区域不锈钢的保养。

④各区域地面的清洁，橡胶地面养护，大理石晶面处理，楼宇外墙清洗。

⑤卫生间顶棚、灯罩、电梯轿厢内 PVC 地面保养等。

⑥垃圾运送到医院指定位置（日产日清）。

⑦下水管道疏通，泛水、透水的应急处理及负二楼化粪池清理。

⑧特殊天气（暴风、暴雨、冰雪）的应急处理。

⑨防滑垫、防滑标识、各类垃圾桶、垃圾运输车辆的维护、更换。

⑩协助医院搞好爱国卫生、院内控烟及上级部门各项检查工作

⑪保洁人员根据保洁区域划分，负责本区域走廊、大厅、楼梯间等公共场所

照明灯关闭，严禁出现长明灯现象。

上述服务内容为日常清洁服务，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法律法规，并根据日照

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说明》，“委托给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

物业服务无需特殊行业的准入审批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为日照市人民医院提供物业服务的过程不涉及特

殊行业的准入审批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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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为轻资产企业，轿车等运输工具占固定资产比重较大，请公司

补充披露运输工具的具体用途，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运输工具与公司业务的

匹配性，是否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财产的情况并发表意见。（《反馈意见》公司

特殊问题 4）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的运输工具与公司业务的匹配性、是否存在股

东占用公司财产的情况进行了核查：（1）取得公司的运输工具的行驶证、公司

提供的运输工具清单；（2）取得公司购买运输工具的记账凭证；（3）与公司董

事会秘书及相关人员沟通了解车辆的使用情况；（4）查阅公司制定的《行政后

勤管理制度》、《车辆管理规定》、《市场拓展管理制度》等内部规章制度文件；

（5）取得公司股东出具的不存在占用公司财产的相关承诺；（6）查阅了公司的

《审计报告》；（7）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防范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内控治理制度。

回复意见：

1.公司的运输工具与公司业务具有匹配性

（1）轿车或中小型客车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

的轿车或中小型客车如下：

序

号
所有人 品牌型号 使用性质 车辆类型 号牌号码 车辆用途

1
龙能物业有

限

梅赛德斯-奔驰

WDDNG5GB
非营运 小型轿车 粤 AG24L1

用于日常商

务接待

2
龙能物业有

限

帕萨特牌

SVW7203FPD
非营运 小型轿车 粤 AF6B80

用于日常项

目巡视、商务

接待

3
龙能物业有

限
奥迪 WAUSHB4E 非营运 小型轿车 粤 AOA6N6

用于日常商

务接洽

4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吉姆西赛威

IGTW79CG
非营运

大型普通

客车
鲁 QD7456

后勤采购及

公司其他人

员临时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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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有人 品牌型号 使用性质 车辆类型 号牌号码 车辆用途

安排

5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宝马 740LIKB41 非营运 小型轿车 鲁 QL3N85

用于业务拓

展

6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东风牌

ZN6441V1B4
非营运

小型普通

客车
鲁 Q5902C

用于日常各

项目巡视、监

察用车安排

7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五菱牌

LZW6390QF
非营运

小型普通

客车
鲁 QA295Q

后勤采购及

公司其他人

员临时用车

安排

8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五菱牌

LZW6390QF
非营运

小型面包

车
鲁 QD295A

后勤采购及

公司其他人

员临时用车

安排

9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大众牌

FV7160BBMGG
非营运 小型轿车 鲁 QD296K

用于日常项

目巡视

10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奥迪牌

FV7201TFCVTG
非营运 小型轿车 鲁 QL3N25

用于日常项

目巡视、商务

接待

11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五菱牌

LZW6390QF
非营运

小型面包

车
鲁 QQ296B

后勤采购及

公司其他人

员临时用车

安排

12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马自达

CAF7161M
非营运 小型轿车 鲁 QA780E

后勤采购及

公司其他人

员临时用车

安排

13

龙能物业有

限南京分公

司

宝马牌

BMW7251FL
非营运 小型轿车 苏 AR31U9

用于项目拓

展活动

14

龙能物业有

限南京分公

司

宝马牌 7251CL 非营运 小型轿车 苏 AR91K9

用于日常各

项目巡视监

察用车安排

15

龙能物业有

限陕西分公

司

宝马牌

BMW7251JL
非营运 小型轿车 陕 AV67V1

用于日常项

目巡视、商务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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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有人 品牌型号 使用性质 车辆类型 号牌号码 车辆用途

16

龙能物业有

限深圳分公

司

帕纳美拉

S4806CC
非营运 小型轿车 粤 B6R36A

用于日常商

务接洽

17

龙能物业有

限深圳分公

司

宝马牌

BMW7251JL
非营运 小型轿车 粤 B2LA06

用于日常各

项目巡视监

察用车安排

18

龙能物业有

限深圳分公

司

凯宴 WP1AA29P 非营运
小型越野

客车
粤 BW1H65

用于项目拓

展活动

19

龙能物业有

限济南分公

司

奥迪牌

FV7201TFCVTG
非营运 小型轿车 鲁 AA3V18

用于日常项

目巡视、商务

接待

注：序号 8、9、11 的车辆公司已对外转让，受让方非公司关联方。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当前共拥有 16 辆轿车或中小型客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龙能城市股份共有 28 家分公司，龙

能城市股份和分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使用上述车辆，其中：龙能城市股份拥有

3辆，用于商务接待和项目巡视等；临沂分公司拥有 6辆，用于项目巡视、业务

拓展等；南京分公司拥有 2辆，用于项目拓展、项目巡视等；陕西分公司拥有 1

辆，用于项目巡视、商务接待；深圳分公司拥有 3辆，用于项目拓展、商务接待

和项目巡视等；济南分公司拥有 1辆，用于日常项目巡视和商务接待。因此，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拥有的上述轿车与公司的业务开展具有匹配性。

（2）其他运输工具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

的其他主要运输工具具体如下：

序号
运输工具

名称
所有权人 数量（辆） 使用性质 车辆用途

1 电动三轮车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3.00 非营运
物业园区搬运使

用

2 洒水车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3.00 非营运
物业园区绿植、

清洁使用

3 扫地车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2.00 非营运

物业园区清洁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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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运输工具

名称
所有权人 数量（辆） 使用性质 车辆用途

司

4 警用电动车

龙能物业有

限临沂分公

司

5.00 非营运
物业园区安保巡

逻用

合计 13.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拥有的上述运输工具主要用

于公司向客户提供物理管理服务，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拥有的上述运输工

具与公司的业务开展具有匹配性。

2.不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财产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制定车辆使用的相关制度，

并建立车辆使用的相关台账，不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车辆的情形。同时，公司已制

定《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内部治理制

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均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占用贵公司的资金以及贵公司的

其他资产，也不以贵公司的资产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财产的情况，

符合《挂牌条件指引》的规定。

（四）公转书披露，公司多家分公司的租赁经营场所存在到期情况，请公

司补充披露续期情况。同时存在无偿使用办公场所的情况。请主办券商补充核

查下列事项并发表意见：（1）分公司的设立和日常经营的合法规范性，期后是

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2）公司对于分公司的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是否

形成有效管理；（3）租赁经营场所是否完成续期，无偿使用的办公场所是否稳

定，若收取租金对公司经营是否存在不利影响。（《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5）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分公司的相关情况和租赁经营场所的相关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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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查：（1）取得分公司的工商底档资料；（2）取得分公司的租赁合同；（3）

取得分公司相关监管部门出具的守法证明；（4）翻阅公司对于分公司的管理制

度；（5）与公司的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就分公司的管理情况进行沟通了解。

回复意见：

1.分公司的设立和日常经营的合法规范性，期后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

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共有 28 家分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 成立日期

1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临沂分公司
9137130269544169H 姜敏 2009.10.16

2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南沙分公司
91440115562272999F 尹诗锦 2010.09.01

3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91440300564221298M 王广军 2010.10.26

4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分公司
9132032206185232XL 姜敏 2013.01.05

5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分公司
91420500084704469H 姜敏 2013.11.26

6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莒南分公司
913713274937875760 姜敏 2014.04.29

7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六安分公司
913415003941013131 石小基 2014.09.22

8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日照分公司
91371102344659810U 姜敏 2015.06.30

9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分公司
91611100MA6TG1TP3L 王彬 2016.03.16



- 26 -

序号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 成立日期

10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91320102MA1MGRA2XN 胡伟 2016.03.25

11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公司
91370103MA3CBPMW3J 徐鹏 2016.06.06

12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商洛分公司
91611000MA70T3U15K 王彬 2016.08.10

13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公司
91370800MA3CF76Y0A 闫利军 2016.08.12

14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南昌分公司
91360102MA35K5FY3R 石小基 2016.08.17

15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公司
91370212MA3CG8RT1H 徐鹏 2016.09.05

16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公司
91420102MA4KNHP97C 闫利军 2016.09.18

17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分公司
91442000MA4UXDQTXL 石小基 2016.11.04

18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分公司
91330327MA286GT921 闫利军 2016.12.07

19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新泰分公司
91370982MA3CT16884 刘鹏 2016.12.16

20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
91430103MA4LB1AE4T 石小基 2017.01.17

21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分公司
91340100MA2NC8C80Q 胡伟 2017.02.09

22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东营分公司
91370502MA3D8DBY1Y 徐鹏 2017.02.27

23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分公司
91440400MA4WECNT65 王安坤 20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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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 成立日期

24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宿州分公司
91341302MA2NM3DM27 胡伟 2017.05.18

25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泰安分公司
91370900MA3DRCGD21 孙兆勇 2017.06.02

26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91130105MA08N2FY9L 权志坚 2017.06.12

27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
91120116MA05RRNM9J 姜敏 2017.06.19

28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菏泽分公司
91371702MA3EYYF5X1 涂三毛 2017.12.06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分公司的工商底档资料，分公司的设立均经当地工商行政

部门同意并完成工商登记备案手续，取得营业执照，合法存续。

根据各分公司所在地的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已出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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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未发现各分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各分公司设立和日常经营合法规范，期后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情形。

2.公司对于分公司的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是否形成有效管理；

公司对分公司的管理采用“公司统一管理，分公司属地经营”的模式。制度

建设方面：公司已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财务管

理制度》、《市场拓展管理制度》等系列管理制度用来规范公司和加强分公司管

理；制定了《分公司管理办法》，对各地区物业分公司进行业务指导、行业管理、

技术支援、监督协调、规范运作；部门设置方面：公司设立了企业发展中心、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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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理中心、物业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监察管理中心、商业运营中心、培

训管理中心等七大管理中心，七大管理中心按照职责范围要求对分公司进行分工

管理，保障分公司有效运行；财务方面：分公司设有专门的财务人员，公司财务

管理中心统一管理；业务方面：采用属地经营模式，根据承接项目所在区域，通

过设立分公司的形式开展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建立两级现场检查制度，严格监察

分工业务开展情况；服务质量控制方面：制定《龙能物业标准 1.0》、《服务质

量检测标准》等企业标准，以此加强和规范分公司业务服务质量；此外，在具体

的人才招聘、合同签订及财务支出等方面，分公司均需汇报至公司，经公司审核

通过后，方可执行。

经本所律师通过现场实地走访主要分公司办公经营场所、与分公司主要负责

人进行沟通、交流以及根据公司现场检查记录情况，公司制定的管理制度，分公

司能够较好的贯彻和执行。

3.租赁经营场所是否完成续期，无偿使用的办公场所是否稳定，若收取租

金对公司经营是否存在不利影响。

（1）租赁经营场所已完成续期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各分公司的租赁经营场所信息详见

《法律意见书》正文“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之“（十）租赁房产情况”。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分公司租赁经营场所已到期的已完成续期，租

赁场所续期的详情如下：

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地址 租赁期限 租金（元）

1 兰海

广州市龙能物业

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滨江

苑公务员住宅小区一

期第 15 栋 2 单元 1

层 15-8 号

2017.9.18-2

018.9.17

1000 元/

月

2
李国鹏、

黄琴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宜

昌分公司

宜昌市东山大道 107

号

2017.11.25-

2018.11.25

3500 元/

月

3 日照市人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 日照市人民医院 5 号 2017.12.1-2 无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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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地址 租赁期限 租金（元）

民医院 营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日照分公司

楼负一楼物业办公室 018.12.1

（2）无偿使用的经营场所稳定，若收取租金对公司经营无实质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分公司无偿使用的经营场所详情如

下：

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地址 租赁期限 租金（元）

1
日照市人

民医院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

营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日照分公司

日照市人民医院 5 号

楼负一楼物业办公室

2017.12.1-2

018.12.1
无偿使用

2

济宁瑞腾

置业有限

公司

龙能物业有限（供

济宁分公司办公使

用）

济宁御金香营销中心

一楼物业部办公室

2016.10.05-

2018.07.30
无偿使用

3

广州广汽

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龙能物业有限（供

南沙分公司办公使

用）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

丰庭花园北街 12 号

首层

2013.08.01-

2018.07.31
无偿使用

4

叶集试验

区金悦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龙能物业有限（供

六安分公司办公使

用）

六安市叶集区花园路

中央城 2#楼 2单元

17#铺

2 年 无偿使用

5

珠海市横

琴新区管

理委员会

龙能物业有限（供

珠海分公司经营办

公使用）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

路 6 号 105 室-28955

2017.04.11-

2018.04.10
无偿使用

6

泰安市岱

岳粥店街

道办事处

龙能物业有限（供

泰安分公司经营办

公使用）

泰安市岱岳粥店街道

办事处驻地
-- 无偿使用

7

莒南苏北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龙能物业有限（供

莒南分公司经营办

公使用）

尚城府邸西区 26 号

楼 2 单元 1 楼

2014.04.26-

2019.04.25
无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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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地址 租赁期限 租金（元）

司

8

宿州市第

二农业生

产资料公

司

龙能物业物业（供

宿安分公司经营办

公使用）

宿州市光彩城大市场

D区 0022 幢 0129 室

2017.05.08-

2018.03.20
无偿使用

9

陕西万事

诚成商业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龙能物业物业（供

商洛分公司经营办

公使用）

商洛市北新街 125 号

万事达广场三层（西

南角）

2016.07.10-

2019.07.09
无偿使用

10

沛县新源

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龙能物业有限（供

徐州分公司经营办

公使用）

沛县汤沐路北侧西区

5 号楼中央御景物业

服务中心

2013.04.01-

2018.03.31
无偿使用

11

深圳市风

云实业有

限公司

龙能物业有限（供

深圳分公司经营办

公使用）

深圳市风云科技大厦

101 室

2015.08.01-

2018.07.31
无偿使用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无偿使用的经营场所主要

为小区或服务单位的物业用房，系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及双方物业管理合同约

定取得无偿使用权，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履行期间，该等经营场所无偿使用的状

态稳定。根据公司的《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 39,858,653.49 元，利润总额为 4,143,368.09 元。假如上述场地的业主需

向公司收取租金，公司也具备支付租金的经济实力，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实质

不利影响。

（五）请公司补充披露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若为罚款等支出，请主办

券商和律师就报告期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发表意见。（《反馈意见》

公司特殊问题 6）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营业外支出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1）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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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司《审计报告》；（2）取得公司营业外支出的支付凭证；（3）核查了公司

营业外支出的明细表；（4）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处罚通知及不属于重大违法违

规的情况说明；（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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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网站核查；（6）与公司相关高级

管理人员沟通、了解；（7）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山东省公安

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和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8）核查了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9）罚款缴纳凭证、处罚机关出具的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的专项证明等文件；

（10）取得了公司出具的《关于合法合规经营的说明与承诺》；（11）对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并形成书面记录。

回复意见：

1.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合计 245.00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140.00

无形资产处置损失 105.00

对外捐赠 13,000.00 5,000.00

违约金 89,000.00 4,000.00

罚款支出 17,292.50 8,827.27 30,200.00

税收及社保滞纳金 22.99 247.00

其他 1,161.38 2,100.01

合计 31,476.87 105,174.28 34,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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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罚款支出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外支出主要

为对外捐赠、违约金、罚款、税收及社保滞纳金等，其中，《审计报告》中列入

公司罚款支出的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罚款支付

时间

受处罚的

单位

受处罚的

事由

受处罚的

金额（元）

1 2016.04

龙能物业有限

补缴 2015 年 12 月份税金 482.20

2 2016.09
缴纳 2016 年 8 月份增值税

滞纳金
8.80

3 2017.01
支付股权转让印花税滞纳

金
30.00

4 2017.01
支付资金账本印花税滞纳

金
182.50

5 2015.7

临沂分公司

临沂市环卫局在对临沂分

公司管理的御园小区进行

检查时发现 1 号岗外侧乱

放树枝、垃圾站北侧乱放混

合垃圾

200.00

6 2015.11

临沂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

临沂分公司管理的滨河新

天地小区 12 号楼的四台电

梯进行检验，该电梯检验不

合格且一直使用。

30,000.00

7 2016.04 补缴 2015 年度税费滞纳金 7,973.63

8 2016.06 缴纳 2016 年 5 月份税费 50.00

9 2016.07
缴纳 2016 年 5 月份增值税

滞纳金
3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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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罚款支付

时间

受处罚的

单位

受处罚的

事由

受处罚的

金额（元）

10 2017.5

临沂分公司管理的金猴北

城名居小区消防控制柜故

障，消防设施、器材、消防

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

10,000.00

11 2017.5
国税罚款，应开具而未开具

发票
1,000.00

12 2017.6 地税罚款 10.00

13 2017.6

临沂分公司管理的沂龙湾

御园小区室内消防栓无水

枪、水带，消防设施、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不符合

标准

5,000.00

14 2017.4 莒南分公司
补交 2016 年 7-12 月、2017

年 1-3 月的房产税罚款
70.00

15 2017.4 陕西分公司 地税逾期申报罚款 1,000.00

合计 56,319.77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已按要求缴纳上述罚款。除此之外，报告期内，

公司不存在其他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3.报告期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受到的 1000 元以

上的行政处罚情形如下：

（1）2015 年 10 月 23 日，临沂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编号为“（鲁临）质

技监罚告字[2015]No0000013”《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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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 12 号楼的四台电梯到期

后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进行检验，检验不合格且一直使用中，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因此，临沂市质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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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局对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罚款三万元，并责令停止

使用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缴纳

了三万元罚款，并停止使用上述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根据《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二章第五节第二十三条的规定，“1、【较轻】（1）违法情形初次违法，且涉

及特种设备数量较少的。（2）处罚标准处 3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罚款”。同时，

临沂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就本次行政处罚事项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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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7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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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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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猴北城名居小区消防控制柜

故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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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万元。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5 日缴纳了

壹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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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

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同时，临沂市公安消防支队兰山区大队就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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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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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6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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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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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龙湾御园小区室内消防栓无水

枪、水带，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设置不符合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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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已于2017年 6月30日缴纳了

五千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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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一）

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被罚款的

金额为五千元，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的处罚范围的下限。同时，

临沂市公安消防支队兰山区大队就本次处罚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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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临沂分公司应开具而未开具发票的原因，2017 年 05 月 11 日，临沂

市市区国家税务局柳青税务分局出具编号为临时区国税简罚[2017]1033 号《税

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对临沂分公司处罚款 1000 元。临沂分公司已于

2017 年 05 月 11 日缴纳了上述罚款，并按照要求进行了整改。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税务处罚的金额较小，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5）因陕西分公司变更经营地址，在当地税务局未及时变更，导致账户被

锁住而无法报税，后完成变更手续后，西安市地方税务局高新分要求公司缴纳逾

期未申报的罚款人民币 1000 元，陕西分公司已于 2017 年 04 月 24 日缴纳了上述

罚款。陕西分公司的主管税务部门西安市地方税务局高新分局出具证明，“公司

自 2016 年 9 月 13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因税收违法而受到我局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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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罚款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虽然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但根据

涉罚情节较轻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上述行政处罚均不构成重大违法违

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指引》的规定。

（六）关于公司的业务资质。请主办券商、律师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核

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2）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3）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

管部门审批；（4）业务开展及人员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者特许经营权

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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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6）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

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7）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的业务资质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1）查阅

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法律法规；（2）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的具体业

务开展情况；（3）取得公司的《审计报告》；（4）取得公司的资质证书资料；

（5）取得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底档资料；（6）与公司的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沟通、了解；（7）查阅公司的重大业务合同；（8）取得公司相关主管部门出

具的守法证明；（9）登陆相关主管部门网站进行核查。

回复意见：

1. 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涉及的行业

监管等法律法规主要如下：

序

号
法律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1 《物业管理企业财务管 1998 年 03 财政部 规范物业管理企业财务行为，促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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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法律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理规定》 月 12 日 公平竞争，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

2 《物业管理条例》
2003 年 06

月 08 日
国务院

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

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

活和工作环境。

3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

标管理暂行办法》

2003 年 06

月 26 日
建设部

规范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保护

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

4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

2003 年 11

月 13 日

国家发改

委、建设部

为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提高

物业业务收费透明度，维护业主和物业

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而制定。

5
《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

理办法》

2004 年 03

月 17 日
建设部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物业服

务的企业，实施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

理。

6
《物业服务收费明码标

价规定》

2004 年 07

月 19 日

国家发改

委、建设部

物业管理企业向业主提供服务，应当按

照本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标明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

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住

房专项维修基金征免营

业税问题的通知》

2004 年 06

月 07 日

国家税务总

局

鉴于住房专项维修基金资金所有权及

使用的特殊性，对房地产主管部门或其

指定机构、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企业

以及物业管理单位代收的住房专项维

修基金，不计征营业税。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

2007 年 03

月 16 日
全国人大

为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

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而制定。

9
《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

审办法（试行）》

2007 年 09

月 10 日

国家发改

委、建设部

为提高政府制定物业服务收费的科学

性，合理核定物业服务定价成本，根据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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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法律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10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

2007 年 12

月 04 日

建设部、财

政部

商品住宅、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的交存、使用、管理和监督的管理

办法。

11
《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

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7 年 08

月 26 日
国务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

规定，对《物业管理条例》作相应修订。

12

《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

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的决定》

2007 年 11

月 26 日
建设部 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

13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指导规则》

2009 年 12

月 1 日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规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活动。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09 年 05

月 15 日

最高人民法

院

对于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和不予支持的

相关情况及试用法律进行了说明。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2009 年 05

月 14 日

最高人民法

院

为正确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

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6 《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2008 年 11

月 28 日

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

厅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物

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和谐、安

全、文明、整洁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

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17 《物业承接查验办法》
2010 年 10

月 14 日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规范物业承接查验行为，加强前期物业

管理活动的指导和监督。

1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4 年 12 国家发改委 对已具备竞争条件的以下 7 项服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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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法律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

的通知》

月 17 日 格，请各级部门抓紧履行程序、放开价

格：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资产评估服务；

税务师事务所服务；律师服务；房地产

经纪服务；非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住

宅小区停车服务等。

19
《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

办法》

2014 年 03

月 13 日
广州市政府

为了规范本市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

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务院《物业

管理条例》、《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2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

章的决定》

2015 年 05

月 04 日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删除原《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中的部分规定。

21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

2016 年 02

月 06 日
国务院 删除原《物业管理条例》中的部分规定。

22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

三五”规划纲要》

2016 年 07

月 06 日
建设部

扩大物业管理覆盖面，提高物业服务水

平，促进物业管理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

发展。

23

《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

2016 年 06

月 08 日
国务院

取消不必要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

项，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为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去产能中人员转

岗创造便利条件。包括物业管理师等。

24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

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

2017 年 01

月 12 日
国务院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健全监督制约机

制，加强对行政审批权运行的监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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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法律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

发〔2017〕7 号）

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其

中包括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二级及以

下资质认定。

25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7〕46 号）

2017 年 09

月 22 日
国务院

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一级资质核定审批

后，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1．加快完善物业服务

标准和规范。2．充分发挥物业服务行

业组织自律作用。3．指导地方加强对

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及

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4．建立物业服

务企业“黑名单”制度，推动对失信者

实行联合惩戒。5．推动与相关政府部

门的信息共享，加强企业信息备案管

理。

26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落实物业服务

企业资质管理改革、加强

行业自律的通知》

2015 年 07

月 05 日

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

厅

自 2015 年 6 月 8 日起，我省全面停止

物业服务企业二级、三级、暂定三级资

质(以下简称为二级以下)审批工作。

27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省直部门权责清单

（第一批）的决定》

2014 年 12

月 26 日

广东省人民

政府

省政府组织开展了省级转变政府职能、

清理行政职权和编制权责清单工作。

28

《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

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

试的批复》

2012 年 10

月 31 日
国务院

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停止实施的行政审

批项目目录：第 27 项，物业服务企业

二级及以下资质核准

29 《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 2012 年 11 广东省人民 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停止实施的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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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法律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

“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

的批复>的通知》

月 20 日 政府 批项目目录：第 27 项，物业服务企业

二级及以下资质核准

2.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属于大类“房地产业”，行业代码为 K70；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标准，公司所属行业为“房地产”(K70)中的“物业管理(K7020)”。

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代码 K70)

之物业管理(代码 K7020);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房

地产管理和开发(代码 201010)之房地产服务(代码 20101013)。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公司所从事

的物业服务业务属于该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日常业务不属于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限制类或

淘汰类的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3.业务开展是否需要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2016 年修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07

年修正)的相关规定并综合公司的主营业务，经查验，公司从事物业管理业务需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改革、加强行业自律的通知》（粤建房函【2015】1359 号），

通知“自 2015 年 6 月 8 日起，我省全面停止物业服务企业二级、三级、暂定三

级资质（以下简称为二级以下）审批工作。”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建设厅出具的《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粤建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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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912 号），函复“我省已全面停止二级以下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工作，

新设立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再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核定资质，而是交由行业自律管理。”根据 2017 年 1 月 12 日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7]7 号)，国务院决定第三批取消 39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

其中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二级及以下资质认定的行政许可，但未取消物业服务企

业一级资质的行政许可。

根据国务院于 2017 年 09 月 22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

项的决定》（国发[2017]46 号文件），文件第 6 项指出“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一

级资质核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物业管理服务需获得主管部门审

批，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开展物业管理服务不需要取得主管

部门的审批。

4.业务开展及人员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者特许经营权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目前持有的与经营业务相关的资

质许可及认证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名称
资质

等级
证书编号

发证/登记

日期
发证机构 有效期至

1
龙能物业

有限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业服务企

业资质证书

壹级 （建）116237 2016.7.15

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2019.7.14

2
龙能物业

有限

特种设备安

全使用管理

登记证书

B 级 PJ130606025 2013 年度

广州市特种

设备行业协

会

--

3
龙能物业

有限

广州环卫行

业经营服务

企业资质等

级证书

C 级
穗环行等级

字 1412 号
2017.1.03

广州市环卫

行业协会
201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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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名称
资质

等级
证书编号

发证/登记

日期
发证机构 有效期至

4
龙能物业

有限

广东省自行

招用保安员

的单位备案

回执

--

穗公保

【2011】天

0003 号

2011.3.01
广州市公安

局
--

5

龙能物业

有限南沙

分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

证

--

粤交运管许

可穗字南沙

00000009 号

2013.4.07
广州市南沙

区交通局
2017.4.06

6
龙能物业

有限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

04916E10191

R0S
2016.4.07

广东质检中

诚认证有限

公司

2019.4.06

7
龙能物业

有限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

04914Q10734

R2S
2017.5.15

广东质检中

诚认证有限

公司

2020.5.14

8
龙能物业

有限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
04916S10129

R0S
2016.4.07

广东质检中

诚认证有限

公司

2019.4.06

注：序号 5的资质到期不会对其业务造成实质影响，具体分析详见《法律意见书》正文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之“（三）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开展及人员已经取得经营所需的相应地资

质、许可，公司不涉及特许经营的情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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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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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资质证书、《审计报告》 及

《公开转让说明书》所述主营业务收入来源、报告期内的重大业务合同，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园林绿化

工程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建筑物自来水系统安装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

安装;建筑物清洁服务;房屋租赁;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停车场经营;家庭服务;生

活清洗、消毒服务;防虫灭鼠服务”。

根据公司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壹级）、广东省自

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备案回执等资质证书，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

范围经营的情况。

6.公司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的资质、许可文件目前均在有效期内，并且定期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

查，按时办理复审、换证或者年检、更新手续。同时，根据国务院于 2017 年 09

月 22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 号

文件），文件第 6项指出“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一级资质核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在公司依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下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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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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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

公司特殊问题 9）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

（1）取得公司相关制度、公司的财务报表；（2）查阅《审计报告》；（3）取

得股东支付往来款的银行转账凭证；（4）取得公司报告期内至 2017 年 12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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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银行流水；（5）取得公司为规范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制定的各项制度文件；

（6）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资料；（7）取得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关于规范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承诺函》。

回复意见：

1.报告期内，曾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形的关联方名单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

公司存在资金占用的关联方名单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关联关系

1 王广军 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

2 尹诗锦 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

3 广州市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

4 涂三毛 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

5 姜敏 公司股东、董事

6 汤军 公司股东、监事会主席

7 广州市壹公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创盈投资持股 100%

8 宜昌君和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不再持有宜昌君和

任何股权

9 云南龙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 3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该公司已注销

10 广州市龙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不再持有龙能房地

产任何股权

11 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持

股 45%，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已不再持有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任何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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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姓名 关联关系

12 李时进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已不是公司股东

13 山东扶祥电梯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 49%公司，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不持有扶祥电

梯任何股权

2.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广军”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王广军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3,920,732.13 -- 3,920,732.13

2015 年度 23.00 8,461,910.00 2,479,168.37 9,903,473.76

2016 年度 9.00 6,214,285.00 14,236,082.88 1,881,675.88

2017 年 1-6 月 0.00 -- 1,881,675.88 0.00

合计 32.00 18,596,927.10 18,596,927.10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王广军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

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王广军不存在占

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尹诗锦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尹诗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360,000.00 -- 360,000.00

2015 年度 0.00 -- 36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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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00 360,000.00 360,000.00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尹诗锦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

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尹诗锦不存在占

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3）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其他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1

广州市创盈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 -- 160,000.00 -- 160,000.00

2015 年度 0.00 -- -- 160,000.00

2016 年度 4.00 5,742,984.76 5,902,984.76 0.00

合计 4.00 5,902,984.76 5,902,984.76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创盈投资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

拆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盈投资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2

涂三毛

2015 年度 1.00 300,000.00 -- 300,000.00

2016 年度 0.00 -- 250,000.00 50,000.00

2017 年 1-6 月 0.00 -- 50,000.00 0.00

合计 1.00 300,000.00 300,000.00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涂三毛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

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涂三毛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3

姜敏

2015 年度 4.00 624,500.00 414,500.00 210,000.00

2016 年度 1.00 50,000.00 210,000.00 50,000.00

2017 年 1-6 月 0.00 -- 50,000.00 0.00

合计 5.00 674,500.00 674,50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姜敏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

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姜敏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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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4

汤军 2017 年 1-6 月 1.00 100,000.00 100,000.00 0.00

合计 1.00 100,000.00 100,00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汤军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

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汤军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4）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详情如下：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1

广州市壹公

里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14.00 353,938.71 11,875.40 342,063.31

2016 年度 65.00 891,732.26 1,082,968.38 150,827.19

2017 年 1-6 月 5.00 7,066.52 157,893.71 0.00

合计 84.00 1,252,737.49 1,252,737.49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市壹公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

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市壹公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2

宜昌君和人

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11.00

243,454.46 73,686.73 169,767.73

2017 年 1-6 月
1.00

328.68 170,096.41 0.00

合计 12.00 243,783.14 243,783.14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宜昌君和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

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宜昌君和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3

云南龙能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

2016 年度 5.00 67,017.00 2,269.00 64,748.00

2017 年 1-6 月
0.00

-- 64,748.00 0.00

合计 5.00 67,017.00 67,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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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云南龙能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

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云南龙能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4

广州市龙能

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26.00 199,827.82 9,413.83 190,413.99

2017 年 1-6 月
2.00

3,600.00 194,013.99 0.00

合计 28.00 203,427.82 203,427.82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市龙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已于报告期内向龙能

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市龙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5

深圳市腾腾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
1.00

3,000,000.00 3,000,000.00

2017 年 1-6 月
0.00

-- 3,000,000.00 0.00

合计 1.00 3,000,000.00 3,000,00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

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

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6

李时进 2016 年度 3.00 4,500,000.00 4,500,000.00 0.00

合计 3.00 4,500,000.00 4,500,00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李时进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的

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李时进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序号 占用主体 资金占用期间 占用次数 拆借金额 归还金额 关联方拆借余额

7

山东扶祥电

梯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1.00
100,000.00 100,000.00 0.00

合计 1.00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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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扶祥电梯于报告期内向龙能城市股份归还了所有拆借

的金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扶祥电梯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3.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归还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已经全部规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龙能城市股份资金的情况。

4.资金占用决策程序的完备性及规范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该等资金占用事项均发生在有限

公司阶段，该阶段公司尚未建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于上述在报告期内发生的

关联交易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存在不规范的情形。针对该情况，公司在 2017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以议案方式对其两年一期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6 月）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了表决确认。

股份公司成立后，股份公司已在其《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

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决策的程序，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

限划分以及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5.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资金的占用，未

支付资金占用费。

6.上述事项是否违反相应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资金占用事项均发生在有限

公司阶段，该阶段公司尚未建立关联交易制度，关联方未曾对资金占用事项出具

过承诺。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广军和尹诗锦及股东均出具了不占用

公司资产的承诺函，承诺“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资产的情况，今后亦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占用贵公司的资金

以及贵公司的其他资产，也不以贵公司的资产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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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关联方已经

将占用资金归还，未出现新增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新增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上述作出承诺的关联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虽然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不规

范情形，但是通过及时归还所占用资金的方式已经得到规范，并由股份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确认。同时，公司在申报审查期间，严格按

照公众公司的标准规范运作，没有再发生任何新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公司的资产或其他资源均独立使用，不存在违反承诺或规章制度的情形。因此，

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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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

特殊问题 10）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有 关 情 况 进 行 了 核 查 ： （ 1 ） 登 陆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

edit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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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等网站

查询；（2）取得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共同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说明及其信用报告、无犯罪证明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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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意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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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不存在控股子公司。

根据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说明及其信用报告、无犯罪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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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

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等网站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

2.前述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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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是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属于服务业，不存在环境

污染物排放、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广州

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广州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了的证明，证明公司报告期内未受到过

重大行政处罚，不存在被列入“黑名单”的情形，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行政处

罚案件。

根据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说明及其信用报告、无犯罪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 局 网 站 (http://www.gdda.gov.cn) 、 广 州 市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http://www.gzfda.gov.cn）、广州红盾信息网(http://www.gz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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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http://www.gzq.gov.cn)、广州市国家税务局网站

(http://www.gd-n-tax.gov.cn) 、 广 州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网 站

(http://gz.gdltax.gov.cn)、广州市环保局（http://www.gzepb.gov.cn）、广

东省环保局（http://www.gdep.gov.cn）等官方网站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共同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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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违法及其他领域各

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前述主体不存在

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其他领域监管部门“黑名单”

的情形。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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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关联工作的内容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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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特殊问题 11）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公司章程》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1）取得公

司最新的《公司章程》扫描版；（2）取得公司申请《公司章程》变更的工商登

http://www.zj-l-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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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资料；（3）取得审议通过当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资料。

回复意见：

1.《公司章程》的内容完备，并载明了相关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载明了相关事

项，具体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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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记名股票

的形式。公司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

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设置股东名册，股东名册置备于董

事会。”第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

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

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第

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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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享有参与权，依法请求、召集、主

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三）公司

股东享有质询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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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享

有知情权，有权查阅本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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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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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第三十五条 公司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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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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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

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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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股东及关联方使用：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

或相互代为承担成本和支出；

（二）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股东及关联方使用；

（三）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四）委托股东及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五）为股东及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六）代股东及关联方偿还债务；

（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认定的其他方式。

公司与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必须严格遵照公司的规定，履行相应

的决策审批程序。公司应严格控制对股东及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如有必要，在法

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需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核。

如公司发现股东或其关联方存在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

形，可依法要求返还占用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如给公司造成损失，可一并要

求赔偿损失，如股东及其关联方未按照上述要求及时返还占用资金、资产及其他

资源及赔偿损失的，公司可依法提起诉讼并于诉前申请司法冻结股东持有的公司

股份，公司可通过申请司法拍卖等形式将股东所持股份变现清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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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七十四条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

普通决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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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公司年度报告；

（六）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

他事项。”

《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规定，“下列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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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七）公司变更形式；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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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

均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同意。”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

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监理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事项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权批准以下事项：

（一）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由董事会审议批准：

1、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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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2、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3、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 万元；

4、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二）本章程规定的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外的其他关联交易

事项由董事会审议批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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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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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公司依法披露定期

报告和临时报告。”

（7）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公司指定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 或

http://www.neeq.cc）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公司董事会

为信息披露负责机构，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8）利润分配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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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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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股东

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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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投资者关系关联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关系管理中

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方针；

（二）法定信息披露及其说明，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等；

（三）公司已公开披露的经营管理信息及其说明，包括生产经营状况、财务

状况、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等；

（四）公司已公开披露的重大事项及其说明；

（五）企业文化，包括公司核心价值观，公司使命，经营理念；

（六）公司其他依法可以披露的相关信息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

《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将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沟通方式尽可能便捷、有效，便于投资者参与。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告，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二）股东大会；

（三）公司网站；

（四）电话咨询；

（五）邮寄资料；

（六）说明会或新闻发布会；

（七）媒体采访和报道；

（八）广告、宣传单和其他宣传资料；

（九）现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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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沟通方式。”

（10）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方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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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公司注册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11）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可以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作适当陈述，但不参与该关联交易事

项的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该关联交易

事项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投票表决，过半数的有效表决权赞成该关联交易事

项即为通过；如该交易事项属特别决议范围，应由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通过。

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主动向股东大会说明情

况，并明确表示不参与投票表决。股东没有主动说明关联关系和回避的，其他股

东可以要求其说明情况并回避。该股东坚持要求参与投票表决的，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所有其他股东适用特别决议程序投票表决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和应否回避，表

决前，其他股东有权要求该股东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股东大会结束后，其他股东发现有关联股东参与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投票的，

或者股东对是否应适用回避有异议的，有权就相关决议根据本章程规定请求人民

法院认定撤销。

若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公司全体股东的，关联股东无需回避表决。”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董事与董事会会议拟审议事项有关联

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

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

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人的，应将该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累积投票制度（如有）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规定，“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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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

应当向股东说明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13）独立董事制度（如有）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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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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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如下：

（1）《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三条规定了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章程》

第十一条规定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第二条规定了公司设立方式；《公

司章程》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了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

本；《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至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

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第六条规定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第一百

三十七条至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公司章

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了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二至

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了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

四条至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了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2）《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龙能城市股份已依法制定《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公司章程》第四十条、第一百一十四

条建立了表决权回避制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

定；《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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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的规定。

（3）《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

款》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章程》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公司章程的效力；《公司

章程》第十二条规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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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了保障股

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的具体安排；《公司章程》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

六条规定了保障股东享有表决权的具体安排；《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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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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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第七十四条规定了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重大事项的范围，第七十五条规定了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大事项的

范围，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了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二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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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第一百

六十一条规定了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了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及政

策；第一百六十二至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了公司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

和方式；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涉

及章程规定的纠纷的解决机制。第七十九条规定了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

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并同时规定了累积投票具体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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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召集召开，公司股份的增减和回购，股东权利的行使，关联交易决策，利

润分配、信息披露，公司合并、分立、增减资、解散及清算等重大方面均做了程

序性规定，具有可操作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具备《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规定的必备条款，且具有可操作性。

（十）请公司补充披露委托贷款本金的具体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对该

项资产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核查意见。（《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20）

本所律师通过以下方式对委托贷款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1）查阅《委

托贷款合同》原件并取得扫描件；（2）取得借款人深圳市汉腾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的还款凭证及记录；（3）取得公司的《审计报告》；（4）查阅《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回复意见：

1.公司委托贷款的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的委托贷款情况如下：

委托贷款

人
受托贷款人 借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利息

履行

状态

龙能物业

有限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深圳市汉腾

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375.00

2017年 2月 13

日至 2021 年 2

月 12 日

4.75%／

年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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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能物业有限委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向深圳市汉腾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贷款，龙能物业有限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汉腾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穗羊城委贷字 20170124001 第

001 号），该《委托贷款合同》正在履行当中，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深圳市汉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按《委托贷款借款本金分期还款表》还款，

未出现违约或逾期的情形。

2.公司委托贷款本金的合法合规性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委托贷款的本金为人民币

375.00 万元，根据公司的《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货币资

金为 4,111,816.12 元，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58,457,503.81 元，净利润

为 3,156,843.56 元。同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向银行借款

的情形。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委托贷款的本金为公司合法经

营所得，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委托贷款本金为公司自有资金，符合《贷款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项资产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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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公司存在以

下情况需补充披露：

（一）公司的主要财产

1.房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临沂分公司购买的兰山区北城新区鲁

商中心 A5 号楼 1501 的房产已完成房产过户手续，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取得《不

动产权证书》，详情如下：

序号
产权证号／合

同编号

房屋

用途
座落位置

建筑面积

（㎡）
使用期限 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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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权证号／合

同编号

房屋

用途
座落位置

建筑面积

（㎡）
使用期限 权利人

1

鲁（2017）临

沂市不动产权

第0040954号

批发零

售用地

／办公

兰山区北城新区

鲁商中心 A5 号

楼 1501

471.91
至2052年11

月15日止
临沂分公司

公司房产的详细信息参见《法律意见书》正文“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之“（一）

房产”。

2.专利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新增 2项专利权，详情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取得方式

公开（公告）

日

1 龙能物业有限 门禁卡
ZL20173012

7497.8

外观

设计
原始取得 2017.11.28

2 龙能物业有限
一种窨井盖拆卸

装置

ZL20172038

2120.1

实用

新型
原始取得 2017.11.28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拥有 30 项专利权，其他 28

项专利权的详细信息参见《法律意见书》正文“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之“（二）

专利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上述专利权不存在权利瑕

疵、权属争议纠纷或权属不明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

情形。目前上述专利的权利人为龙能物业有限，需办理更名手续。本所律师认为，

办理上述更名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

1.公司新设立一家分公司

2017 年 11 月 0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新设

菏泽分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菏泽分公司已完成工商设立

登记。

序号 名称 经营范围 负责人 成立日期

1 广州市龙能城市运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清洁服务； 涂三毛 20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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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菏泽分公司

停车场经营；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 水电暖安装（不含锅炉）；有害

生物防治服务；家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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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分公司合法设立，当前存续有效。

2.龙能城市股份出售持有的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1）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演变

①2015 年 04 月，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设立

2016 年 04 月 03 日，深圳市腾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腾发展”）

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滕学金 100.00 0.00 50.00

2 蒋冬妮 100.00 0.00 50.00

合计 200.00 0.00 100.00

②2016 年 7 月，腾腾发展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7 月 21 日，腾腾发展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腾腾发展注册资本

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500.00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由原股东蒋

冬妮认购 22.50 万元，原股东滕学金认购 22.50 万元，新股东前海永利（深圳）

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255.00 万元。

腾腾发展已完成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成后，腾腾

发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蒋冬妮 122.50 0.00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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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2 滕学金 122.50 0.00 24.50

3
前海永利（深圳）

投资有限公司
255.00 0.00 51.00

合计 500.00 0.00 100.00

③2016 年 11 月 7 日，腾腾发展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1 月 7 日，腾腾发展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东滕学金和

蒋冬妮将其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深圳前海汉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汉

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腾腾发展的原股东前海永利（深圳）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腾腾发展已完成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腾腾发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深圳前海汉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00 100.00

合计 500.00 0.00 100.00

④2017 年 1 月 16 日，腾腾发展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1 月 16 日，腾腾发展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东深圳前海

汉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腾腾发展 45%的股权转让给龙能物业有限，由

于腾腾发展的注册资本均未实缴，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总额为 1元。

双方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腾腾发展已完成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腾腾发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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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深圳前海汉腾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55.00 255.00 51.00

2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245.00 245.00 49.00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

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凭证，公司及深圳前海汉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已实缴

出资。

⑤2017 年 11 月，腾腾发展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11 月 8 日，腾腾发展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东深圳前海

汉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腾腾发展30%的股权以人民币165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黄子明，将其持有的腾腾发展 25%的股权以人民币 137.5 万元转让给叶子

祥；龙能城市股份将其持有的腾腾发展 15%股权以人民币 82.5 万元转让给叶子

祥，将其持有的腾腾发展 30%的股权以人民币 165.00 万元转让给曾林耿。

2017 年 11 月 8 日，深圳前海汉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黄子明、叶子祥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书》，龙能城市股份与叶子祥、曾林耿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

腾腾发展已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完成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腾腾发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1 叶子祥 200.00 200.00 40.00

2 黄子明 150.00 150.00 30.00

3 曾林耿 150.00 150.00 30.00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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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转让腾腾发展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60,627,603.36

元，期末净资产额 27,684,198.82，公司转让腾腾发展的股权价格为 247.50 万，

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3）公司转让腾腾发展股权的情况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所律师通过核查，龙能城市股份转让腾腾发展股权

的原因是为集中公司优势资源发展物业管理业务，转让价格以经评估的数据确

定。龙能城市股份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转让公司持有的腾腾发展股权的相关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为

基准日对腾腾发展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编号为“京经评报字(2017)第 10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经评估，腾腾发展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50.23 万元，对应的股权价值为 1.10 元/出资额。

依据上述《评估报告书》，龙能城市股份以 1.10 元/出资额的价格转让所持

有的腾腾发展的股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叶子祥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向公司支付

82.50 万元股权转让款，曾林耿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向公司支付 165.00 万元股

权转让款。因此，叶子祥与曾林耿已结清股权转让款。

根据公司与叶子祥、曾林耿出具的说明，龙能城市股份转让腾腾发展的股权

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合法有效，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本所律师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广东法

院网（http://www.gdcourts.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网站核查，未发现腾腾发展存在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4 日期间

合法持有腾腾发展的股权，但自 2017 年 11 月 15 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已不再持有腾腾发展任何股权，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真实、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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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股权代持及其他利益安排。

（三）公司的行政处罚事项

1.2017 年 7 月 10 日，莒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编号为“（莒南）质监罚

字[201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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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莒南分公司正在使用的 14 台乘客电梯超过检验有效期，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因此，莒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广州市龙

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莒南分公司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莒南分公司已于2017年 7月18日缴纳了

叁万元的罚款。

莒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就本次处罚出具了《证明》，表明本次违法行为不属

于情节严重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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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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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7 年 11 月 08 日，六安市叶集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编号为“叶公（消）

行罚决字[2017]005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的原因为广州市龙能物业

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管理的中央城小区 20#楼部分烟感故障；烟感防尘

罩未摘除；部分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损坏；2#楼试验消火栓接口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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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叶

集区公安消防大队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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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分公司罚款人民币贰万元。

广州市龙能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已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缴纳

了贰万元罚款。

六安市叶集区公安消防大队就本次处罚出具了《证明》，表明本次违法行为

不属于情节严重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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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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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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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补充披露的情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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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