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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通赛晖科技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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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大成证字[2020]第 18-2 号 

致：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根据本所与公司签订的关于聘请专项法律顾问的相关协

议，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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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经出具《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及《关于南通赛晖科技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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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的出具的《关于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

馈意见》（下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律师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本

补充法律意见（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有关内容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一致的，均以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的表述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相关事项，则均延用《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已作出的声明及表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申请挂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

公司及其他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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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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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遵循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按照《反馈意见》之要求，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意见》第一条： 

1、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的子公司上海赛晖自建微商城“小 V 辣

妈荟”需要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文件；上海赛晖经营微商城“小 V 辣妈荟”2018 年

度实现业务收入 498,465.17 元，2019 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187,783.95 元。 

（1）请公司补充披露“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最新

办理进展、预计取得时间、是否存在无法办理的风险；如存在无法办理的风险或

短期内无法取得许可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公司的规范、应对措施。（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补充核查公司子公司上海赛晖在

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前即从事微商城经营是否存在

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效，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https://tsm.miit.gov.cn/dxxzsp/）向主管部门

提交办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文件，目前处于审核中。

报告期内，上海赛晖经营微商城“小 V辣妈荟”2018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498,465.17

元，2019年度实现业务收入 187,783.95元。目前微商城“小 V辣妈荟”实现业

务收入较小，对公司整体的经营影响极小；且上海赛晖现已暂停微商城“小 V辣

妈荟”的运营。 

 

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桂兰、上海赛晖于 2020 年 7 月 12 日共同出具《承诺函》，

“为立即纠正上海赛晖的违规行为，上海赛晖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取得上述经

营许可证之日期间，不再开展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相关业务。同时，上海赛

晖如因申请办理上述经营许可证期间及之前经营期限内，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擅自

从事相关经营性活动被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处罚，本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上海赛晖

所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损失。” 

 

根据公司说明，结合实际控制人及上海赛晖相关承诺，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上海赛晖在取得“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许可证”前即从事微商城经

营的行为违反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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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规定，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但上海赛晖已采取上述充分有效的规范措施，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海赛晖不存在被电信业务主管部门认定为重大

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 

 

二、《反馈意见》第二条： 

2、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的子公司新疆赛晖设立于 2019 年 4月 3

日并于 2020 年 1月停止经营，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

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 

（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新疆赛晖注销手续的最新办理进展，是否已

完成注销；新疆赛晖在注销过程中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议

事项，以及公司相应的应对措施；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

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对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是否存在不利影响。（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上事项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注销备案/公告信息显示，

新疆赛晖因决议解散，自 2020年 3月 17日起新疆赛晖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负

责人为南通赛晖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成立后新疆赛晖已依法进行债权

人公告，公告期为 2020 年 3 月 17 日至 2020 年 5 月 1 日。根据公司说明，目前

公告期限已届满，新疆赛晖注销手续处于申请税务注销阶段；待税务注销后，新

疆赛晖即向工商主管部门申请注销登记；新疆赛晖在注销过程中不存在债权债务

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议事项。同时公司表示，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

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对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不存在不

利影响。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新疆赛晖设立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其实际经营期间未

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为纠正新疆赛晖存在的违

规情形，新疆赛晖已于 2020 年 1 月停止经营并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启动注销程

序。同时新疆赛晖取得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伊宁县生态环境局、伊宁县应急

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伊宁县税务局、伊宁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伊宁县城市综

合执法大队、伊宁县自然资源局、伊宁县伊东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等主管部门于

2020 年 3 月出具的自设立以来未受到行政处罚的证明；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桂

兰出具承诺：“新疆赛晖在注销过程中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或其他争

议事项。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

评手续对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不存在不利影响；如因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

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被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处罚或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的，本

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赛晖科技、新疆赛晖所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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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结合公司说明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本所律师认为，

新疆赛晖实际经营期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及建设项目的环评手续对

公司注销手续的办理不存在不利影响。 

 

三、《反馈意见》第三条： 

3、公转说明书显示，公司及子公司部分房产出租给南通楚天印绣有限公司、

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请公

司补充披露：前述出租房屋是否需要办理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手续或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以及具体办理情况；如存在应办理未办理的情形，是否存在受行政处罚

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公司的规范措施是否充分有效。（2）请主办券

商及律师核查以上事项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及子公司出租给南通楚天印绣有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

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房产消防验收办理

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唯路易将其名下如皋市雪岸镇十二组 1幢的房屋（使

用面积 216.8平方米）出租给南通楚天印绣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4 日，南通市公安消防支队向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公司（江

苏唯路易的前身）下发通公消验[2011]第 0302 号《关于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公

司检品车间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公司检品车间工程

消防验收合格。2012 年 5月 14日，南通市公安消防支队向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

公司（江苏唯路易的前身）下发通公消验[2012]第 0140 号《关于南通农家福实

业有限公司车间、传达室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南通农家福实业有限公司

车间、传达室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该房产已依法办理了上

述消防验收手续。 

 

2、公司子公司赛晖国际将其位于中南世纪城 14 幢商业 1080 室的房屋（面

积 40.69 平方米）出租给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就赛晖国际位于中南世纪城 14幢商业 1080室的商业用房，南通市公安局消

防支队出具通公消验[2008]第 0141 号《关于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南通世纪城 14、15、17 楼及地下室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该工程消防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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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在消防方面具备使用条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该房产已依法办理了

上述消防验收手续。 

 

3、公司将其位于如皋市东陈镇雪岸社区的房屋（面积 2800平方米）出租给

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上述房产因历史原因导致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无消防验收报告。2012 年 12 月 31 日，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通棉公司”）与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标的包括了上述

房产。后因江通棉公司违约，对上述房产设定了抵押未能及时解押，无法与公司

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就上述资产转让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并诉诸南通仲裁委员会。

2014年 4月 17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出具（2014）通中执字第 109号《民

事裁定书》、（2014）通中执字第 1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解除对如皋

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皋国用（2006）第 830号”国有土地查封，要求如皋市

房地产监管所协助执行解除对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皋房权证字第 63283

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查封，并将该土地及房产过户给公司，该土地及房产后

换领不动产权证“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 0009037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2020 年 1 月 1 日，公司与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租赁期间内的租赁标的物相关的财产及人身安全

等由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己负责及承担。 

 

2020 年 3月，南通市公安局消防支队防火处出具《证明》，赛晖科技迄今未

发生重大消防事故，自设立至今，未因发生消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消防部门的行

政处罚。 

 

2020 年 7 月 8 日，如皋市东陈镇人民政府就前述房产的历史消防验收情况

出具了说明“我镇辖区内企业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晖科技”）

名下的不动产，苏（2018）如皋市不动产权第 0009037号，坐落于东陈镇雪岸社

区 11 组，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宗地面积 12462.00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2801.81 平方米，用途是工业用地/车间，权利性质为出

让。该房地产系于 2006 年左右由原权利人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建设完工，

2013 年原权利人转让给南通田野服装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该资产在转让过程中因原权利人如皋市江通棉纺织有限公司存在

违约行为且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下落不明，最终赛晖科技通过仲裁、法院强制执行

取得了前述不动产的所有权。此外，因该房产建设时消防要求比较宽松，本地政

府系通过日常监管对企业消防工作进行管控，考虑到赛晖科技的上述实际情况，

同意给予该房产消防合格办理了房产证，赛晖科技上述事宜无被处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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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赛晖科技名下位于如皋

市东陈镇雪岸社区约 2800 平方米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苏（2018）如皋市不

动产权第 0009037号”）因历史原因无消防验收报告，本人承诺促使公司尽快依

法补办完成相应消防验收手续；如因未办理消防验收手续被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处

罚或发生任何消防安全事故的，本人姚桂兰无条件承担赛晖科技所可能遭受的任

何经济损失。” 

 

综合上述情况，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公司租赁给南通竹邦新型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的房产因上述历史原因导致公司上述相关房产暂无消防验收报告，但公

司上述房产非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生产运营，前述事项不存在行政处罚的风险。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事项不存在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的行政处

罚，公司规范措施充分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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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赛晖科技发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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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签字页）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__ 

                     顾 迎 斌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王    念 

 

 

                _________________ 

                    吴 凌 云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