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关于湖北腾飞人才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

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收到贵司《关于湖北腾飞人才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我公司作为湖北腾飞人

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腾飞人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推荐挂牌的主办券商，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反馈意见所提问题，进

行了认真核查、分析讨论和说明。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意见做出如下回复，

请贵公司予以审核。 

涉及对《湖北腾飞人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进行修改或补

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以楷体加粗予以标明。 

1、根据第一次反馈回复文件，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未在公司缴纳社

保的员工为 2179 名。请公司补充披露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员工的总人数以及社

保缴纳情况。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1）上述员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是否符合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劳动用工是否合法合规；

（2）公司员工对上述事项的知情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纠纷;（3）是否因上述事

项受到过行政处罚；（4）公司规范上述问题的具体方式是否合规、有效。请主

办券商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员工的总人数以及社保缴纳情况，已经在公开转让

说明书中予以补充披露，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四、

环境保护、产品治理、安全生产、社保和公积金缴纳情况、（五）社保缴纳情况”，



具体内容如下： 

“2、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员工情况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有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员工 7517

名，其中：劳务外包员工为 1695 名，劳务派遣员工为 5822 名。公司及子公司与

所有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员工均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或劳

务合同，劳务派遣员工的劳动合同约定的用工期限均在二年以上。在公司缴纳社

保的员工为 5338 名，未在公司缴纳社保的员工为 2179 名，其中：因个人原因未

在公司缴纳社保的为 488 名、缴纳新农合的为 233 名、退休的为 352 名，个人窗

口缴纳社保的为 196 名，其他单位缴纳社保的为 146 名，入职未满一个月正在办

理社保手续（试用期内）的为 344 名，非全日制用工为 420 名。具体情况如下表： 

未缴纳原

因 

个人

原因 

新农合 退休 个人窗口 其他单位 正在办

理 

非全日

制 

合计 

外包员工 365 216 31 55 20 9 49 745 

派遣员工 123 17 321 141 126 335 371 1434 

合计 488 233 352 196 146 344 420 2179 

” 

（二）主办券商补充核查情况 

（1）上述员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是否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劳动用工是否合法合规。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的劳务外包、劳务派遣人员合计

2179 名，具体情况如下： 

① 退休人员 352 名，已经享受退休待遇，公司无需为其购买社保； 

② 缴纳新农合的员工 233 名、在个人流动窗口缴纳社保的员工 196 名，合

计 429 名，因该部分员工已经缴纳了基本社会保险，公司无需再为其重复缴纳社

保。同时，公司根据该部分员工的申请，已对其自行缴费部分进行了补偿； 

③ 在原单位缴纳社保的员工合计 146 名，此部分员工已经开立了社保账

户，公司不能再重复开立，需要员工配合将社保账户转移至公司名下。因考虑到

社保使用的便利性，公司根据该部分员工申请，暂未强制要求其将社保账户转移

至公司名下； 



④ 入职未满一个月的员工 344 名，该部分员工处于试用期，公司正在为其

办理社保缴纳手续； 

⑤ 非全日用工的员工 420 名，公司无需为其购买社保。 

综上，除上述 1691 名外，因个人原因未在公司购买社保的员工合计 488

名，占公司人员总数的 6.49%。该部分员工为应该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及

相关法律、法规购买社保的人员。 

主办券商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公司部分劳务派遣、劳务外

包员工流动性较大，故其不愿意缴纳个人部分的社保费用，此部分员工约占公司

派遣、外包人员总数的 6%左右。对于此部分因个人原因未在公司缴纳社保的员

工，公司会积极与其协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其办理社保。主办券商取得

了该部分人员签字的确认函，确认其因个人原因不愿意购买社保。 

主办券商取得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承诺：“本人承诺将

严格规范公司及员工社保缴纳工作，若公司与员工发生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相关的劳动纠纷或争议，或者公司所在地的社会保险部门或者公积金主管部门要

求公司对员工社会保险或者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或者公司因未按照规定缴纳员

工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而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本人愿意承担公司因此发生的

费用支出或损失。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新招聘的、符合缴纳社保条件的员工必须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公司缴纳

社保。”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虽然有 2179 名员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但其中：

缴纳新农合、个人窗口缴纳社保、原单位缴纳社保的员工合计 575 名，其均能享

受社保待遇，公司无需重复缴纳社保；退休员工、非全日制用工员工合计 772

名，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无需为其缴纳社保；入职未满一个月的员工

344 名，公司正在为其办理社保手续。故上述 1691 名员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的

原因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上述 1691 名外，因个人原因未在公司缴纳社保的员工合计 488 名，占公

司人员总数的 6.49%，虽然该部分员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不符合《劳务派遣暂行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并非公司不愿意为其缴纳社保，而是员工因

个人工作流动性较大，不愿意承担个人部分的社保费用，故申请不予缴纳。公司

考虑到劳动者自身的特殊性，故按照其意愿暂未为其缴纳社保。对于该部分员工，

公司正在积极与其协商，在取得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为

其缴纳社保。同时，为了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

诺，如因该部分员工未缴纳社保的原因，而使公司遭受任何赔偿、罚款等损失的，

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该等损失。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虽然存在很小比例的员工因个人原因暂未缴纳社

保，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采取的规范措施积极、有效，故公司劳动用工合法合规。 

（2）公司员工对上述事项的知情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纠纷。 

主办券商取得了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未在公司缴纳社保的 2179 名员工签

字确认的情况表，并对其退休证、劳动合同、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个人社保账户、

新农合社保账户等资料进行了抽查。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员工对其未在公司缴纳社保的事实情况及原因均知情，

不存在潜在纠纷。 

（3）是否因上述事项受到过行政处罚。 

主办券商取得了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7 月出具的书面证

明：“公司及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至该证明出具之日，遵守劳动与社会保障的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因违反劳动与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而受到劳动与社会保障机关行政处罚的记录。公司具备相关劳务派遣与

人力资源服务业务资质。”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资料，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管

理层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罚款支出，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

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5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金额 金额 



项目 
2017年1-5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金额 金额 

社保滞纳金 13.71 2,069.09 - 

税收滞纳金 226.85 172.04 - 

合计  240.56 2,241.13 -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未因上述事项受到过行政处罚。 

（4）公司规范上述问题的具体方式是否合规、有效。请主办券商对公司是

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对于员工社保缴纳的合法、合规问题，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采取了如下规

范措施： 

① 对于因个人原因不愿意缴纳社保的 488 名员工，公司正在积极与其沟通协

商，在取得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其缴纳社保； 

② 对于在原单位缴纳社保的 146 名员工，公司正在积极督促其予以配合，将

社保账户转移至公司名下； 

③ 对于新入职未满一个月的员工，公司将提高办理社保缴纳手续的效率，在

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及时为其缴纳社保； 

④ 公司为规范社会保险的缴纳，建立了专门的内控制度。明确要求建立劳动

关系之时，告知员工购买社保的权利，保障其知情权；对于要求放弃社保缴纳的

劳务派遣及外包员工，公司将积极与其沟通协商； 

⑤ 为了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因员工

未缴纳社保的原因，而使公司遭受任何赔偿、罚款等损失的，由实际控制人承担

该等损失。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规范上述问题的具体方式合规、有效。公司符合“合法

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