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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泰州海陵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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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弘非新字第 006-1号 

致：泰州海陵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泰州海陵液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

，已为公司本次挂牌出具了《关于泰州海陵液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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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2月 8日下发的《关 

于泰州海陵液压机械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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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要求，本所就《反馈意见》要求律师发表意见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关于泰州海陵液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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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为《法律意见书》之补充，除《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中有明确所指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声明事项”及“释 义”

亦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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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反馈意见》第一条，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丁

克芳、陈扣凤、丁力在股东会、董事会中的表现及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

响对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认定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中丁克芳的股权超

过 51%，是否已经能够对公司形成实际控制；（2）公司认定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是

否对公司进行实际意义上的共同控制；（3）公司认定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

否充分，认定是否合理，是否应认定丁克芳一人为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丁克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5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70%，陈扣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3,0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丁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500,0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且丁克

芳、陈扣凤之间系夫妻关系，丁力为丁克芳、陈扣凤二人之子，三人合计持有公

司 100%股权，控制了公司 100%的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 

自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丁克芳和陈扣凤就一直共同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丁

克芳是公司执行董事，陈扣凤为监事，丁克芳主要负责产品的研发、生产、采购

和销售工作，陈扣凤主要负责财务审核、日常行政的管理工作。从 2010年 1月开

始，丁力开始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司技术员、副总经理、董事。股份公司成立

后，丁克芳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扣凤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丁力为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文件，三人在表决中均保持了一

致投票。三人能够对公司的实际经营决策、重大事项决策、人事任免等起控制作

用，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 

同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申请挂牌公司股东之间存在法定或约定形成的一

致行动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公司认定多人共同拥

有公司控制权的，应当充分说明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共同控制权一般通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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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程、协议及其他安排必须合法有效、

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三人于 2020 年 12月 12日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协议中约定：“凡涉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事项时，各方须先行协商并统一意见

，在形成统一意思表示的基础上，各方可以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上发表

意见并行使表决权。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就审议事项表决时，各方应根据事先协

商确定的一致意见对议案进行一致性的投票。如果各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对

有关重大事项行使何种表决权迖不成一致意见，应当依据甲方丁克芳的投票意向

行使表决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认定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中丁克芳的股权超过

51%，已经能够对公司形成实际控制，但是丁克芳并没有独自控制公司的意愿，

公司实际由丁克芳、陈扣凤、丁力共同控制；公司认定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进行了实际意义上的共同控制；公司认定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充分，认定合理

。 

 

2、《反馈意见》第二条，关于有限公司的设立。请公司补充披露：（1）泰州市

海陵液压机具厂的历史沿革，丁克芳设立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的出资来源；（2

）有限公司设立后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的处理方式。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

查实物出资是否属实、有无权属瑕疵、权属转移情况、实物出资程序及比例是否

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资实物估值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 

（1）全民所有制企业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设立。 

1995 年 6 月 26 日，泰州市计划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建立泰州海陵液压机

具厂的批复》，同意建立“泰州海陵液压机具厂”，主要从事液压机具、三动工

具等产品的生产、经营。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95 年 11 月 1 日，江苏省泰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泰会验（1995）字第 197

号《审验注册资金证明书》，确认泰州市水产养殖试验场投资金额合计 37.6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 20.97 万元，固定资产 16.63 万元。1995 年 11 月 9 日，泰州市

海陵液压机具厂出具《经营场地证明》，营业用房面积 2370 平方米，仓库面积

30 平方米，共计 2400 平方米，为自有房屋，坐落在泰州市水产养殖试验场内。

1995 年 11 月 20 日，取得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14186466-2 的



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                                              新三板挂牌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泰州市水产养殖试验场内，法定代表人：丁克芳，注

册资金：37.6万元，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经营范围：主营：制造销售液压机

具（液压工具、电动工具、手动工具）。兼营：无。 

（2）全民所有制企业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注销。 

2002 年 1 月 17 日，泰州市海陵区建设局（授权代表）与陈玉书签订《江苏

凤凰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产权转让协议书》，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的母公司

泰州市水产养殖试验场被整体改制归属于民营企业江苏凤凰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2002 年 11月 20日，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申请注销登记注册，将除房产外

的全部资产转让给丁克芳个人。注销后原 28名员工由丁克芳安置，债权债务由丁

克芳承继，泰州市水产养殖试验场负责清理。2002 年 12 月 2 日，泰州市水产养

殖试验场与丁克芳签订《转让协议》，将除房地产外的全部资产转让给丁克芳，

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的 28名员工的劳动关系、工资福利、养老、医疗等一切保

险以及改制中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丁克芳负责。2002年 12月 23日，泰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海陵分局出具了（023）法人注销【2002】第 12190001 号企业法人注销

核准通知书，核准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注销登记。 

（3）个人独资企业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设立及注销。 

2003 年 1 月 24 日，丁克芳设立了个人独资企业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取得

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1202230008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

所：泰州市泰东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丁克芳，注册资金：500 万元，经济性

质：个人独资企业。 

2017 年 2月 17 日，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申请注销登记注册。 

2017 年 2 月 23 日，泰州市海陵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人独资企业注销（2017）

第 02230003 号企业法人注销核准通知书，核准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注销登记。 

（4）2004 年 3 月 1 日，丁克芳与陈扣凤签订《财产分割协议》，约定双方

于 2004 年 3月 1日进行财产分割，共同出资组建泰州海陵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其

中丁克芳出资 830.4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4.4%，陈扣凤出资 185.58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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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2004 年 3 月 15 日，江苏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中兴评

报字（2004）C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经评估后资产

为 1327.81 万元，负债 497.39万元，净资产为 830.42万元，评估价值公允。 

2004 年 3月 30 日，江苏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中兴验字（2004）061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04 年 2月 30 日，有限公司（筹）已收到全体出资者缴纳的注

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116万元。其中股东丁克芳以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经评估后

的净资产价值 830.42 万元出资，股东陈扣凤以现金 285.58 万元出资。出资定价

公允、真实、充实，不存在出资不实。 

上述实物出资资产主要系土地、厂房、办公设备等固定资产，与有限公司主

营业务开展和正常运营存在重大关联，现该部分资产依照会计准则计提折旧，正

常使用。 

（5）根据 1999 年 12 月 25 日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可以

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

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

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作价，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办理。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公司成立于 2004年 4 月，应该适用于 1999 年的《公司法》版本，其中规定

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

之二十。工业产权是指人们依法对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创造发明和显著标

记等智力成果，在一定地区和期限内享有的专有权，是国际通用的法律术语，是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的所有权的统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初始出资额中，股东丁克芳以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经评

估后的净资产价值 830.42万元出资，占比 74.41%，股东陈扣凤以现金 285.58万

元出资，占比 25.59%。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所有的出资都不涉及工业产权与非

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符合 1999年公司法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丁克芳用以出资的净资产真实、充足，权属完整、

无瑕疵，出资程序及比例符合 1999年《公司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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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馈意见》第三条，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业务应具备的资质，请主办券

商及律师结合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情况对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

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发表意见。 

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成套液压设备、同步液压控制系统设备、千斤顶

、升降平台、钢结构件制造销售；吊具、电动工具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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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核查，公司

拥有经营所需的全部资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持有如下经营资质证书： 

序号 资质及荣誉名称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构 有效期 

1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泰州海陵液

压机械有限

公司 

GR201832006237 

江苏省科学

技术厅、江苏

省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

江苏省税务

局 

2018年11月

30 日-2021

年 11月 29

日 

2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泰州海陵液

压机械有限

公司 

苏民科企证字第

M-20150446 

江苏省民营

科技企业协

会 

2015年12月

-2020 年 12

月 

3 安全等级评定证书 

泰州海陵液

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HL20192023 

泰州市海陵

区应急管理

局 

2019年12月

-2021 年 12

月 

4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泰州海陵液

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0350120Q30306R6M 
兴原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2023

年 5月 18日 

5 计量合格确认证书 

泰州海陵液

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2020）量认企（苏

）字（1204040）号 

江苏省计量

协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2023

年 4月 29日 

6 资信等级证书 

泰州海陵液

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3212020008 

江苏远东国

际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021年3月 

公司取得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安全等级

评定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计量合格确认证书》、《资信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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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是公司为了提升公司的信用及质量要求而取得的资质，不属于相关主管部

门要求公司从事相关业务必备的资质、许可和认证。 

经核查，根据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及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公司已具备与

公司经营相关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公司的业务资质齐备。根据各相关政府

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及《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工商、安监、质检等方

面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

特许经营权。 

 

4、《反馈意见》第四条，关于公司的专利。根据公司披露，公司五项专利为继

受取得，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专利的交易时间、合同签署情况、原权利人情况、

原权利人是否为关联方、价款支付情况、与公司业务的关联性、是否存在权属争

议及登记手续变更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价款的公允性专利转让的合法合规

性发表意见。 

经核查，2017 年 9月 8 日，公司与广东高航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签署《专

利权转让合同》，约定广东高航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提供以下 5 件专利的专利

权转让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122000元：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交易

价格 
原专权利人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1 

一种高输出

扭矩低噪音的道路

平整装置 

海陵液压 
24000

元 
杨炳 2016100422163 

2017 年 11 月 7

日 

2 

自动变速器再制造

用设有把手套的主

油封拆卸工具 

海陵液压 
24000

元 

杭州腾骅汽

车变速器股

份有限公司 

2016100910788 

2017 年 11 月 7

日 

3 
一种桥梁伸缩缝覆

盖装置 
海陵液压 

26000

元 
汪金荣 2016102333380 

2017 年 11 月 7

日 

4 
一种产品外形检测

工作台设备 
海陵液压 

24000

元 
黄莉 2016105151399 

2017 年 11 月 7

日 

5 一种可调角度的产

品检测用工作台装

海陵液压 
24000

元 
黄莉 2016105153708 

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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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合同价款是双方在充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商定，具有公允性。合同中涉及的

5 项专利的原权利人均为自然人或企业法人等市场主体，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2日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价款，并

就上述专利权转让等事项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变更申请，上述专利均已完成

专利权转移的变更备案手续，并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手续合格通知书》

。登记手续变更合法合规，不存在权属争议。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继受取得的专利价格公允，专利转让及登记变

更合法合规。 

 

5、《反馈意见》第五条，请公司补充披露未办理产权证房产的基本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房产用途，取得时间，地址，面积）。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前述情况进

行核查，并对以下事项发表意见：（1）公司相关房产是否属于违章建筑；（2）

分析评估公司是否存在房产证无法办理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行政处罚的风险。若

相应房屋的产权证书无法办理，请公司进一步说明可能产生的后果，请主办券商

及会计师分析说明对公司持续经营及财务的具体影响：（3）《公开转让说明书

》重大事项提示对相关风险的表述为“上述无证建筑占公司资产比重达到 57.97%

，如若拆除，对公司的总资产有重大影响。”，该表述是否与《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 73 页“该幢楼不涉及公司生产环节，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很小”的表述相

矛盾。 

（1）经核查，公司尚未办理产权证房产的情况如下： 

序号 产权编号 地理位置 建筑面积（m
2
） 用途 取得日期 

1 11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

东镇兴泰路 8 号 

6650 科技大楼 2016.10 

2 8-10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

东镇兴泰路 8 号 

672.19 二层小楼员工休息室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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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13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

东镇兴泰路 8 号 

3271.92 

总装车间、钢材库、切

割车间 

2016.10 

上述房产未办理相关房产报建手续的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属于

违章建筑。 

（2）经核查，公司拆除厂区内原房屋后未及时办理规划报批手续即自建一幢

5层楼房（科技大楼），第一层 1200平米已对外出租，其余 2-5 层目前空置。科

技大楼的规划、施工手续不存在补办可能，科技大楼 2016年建成已转入固定资产

，存在强拆风险。该房屋建造、出租均不存在合法合规性。同时，公司还修建了

临时建筑,包括两层小楼员工休息室、总装车间、钢材库、切割车间，现临时产权

证书已到期，公司正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手续进行完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

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 

修正）第六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

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建筑有被处罚甚至拆除的风险。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未受到规划、建设等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且公司已针对可能存

在的风险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2020 年 9 月 13 日，泰州市海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证明》，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遵守国家有关房屋建设和产权管理的法律、法规，实行守

法经营。经核查，没有因违反房屋建设和产权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 

（3）如科技大楼被强拆，公司会损失这部分资产价值和租金收入，同时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科技大楼 2-5 层一直处于长期空置的状态，

强拆科技大楼除了租金收入外对公司经营影响不大。二层小楼现为休息室及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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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利用率不高，如拆迁对生产运营基本没有影响。车间如遇到拆迁，需对外

租用厂房，产生租金成本。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克芳、陈扣凤、丁力出具书面承诺，承诺“本人作

为泰州海陵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此承诺：公司拆除厂区内原

房屋后未及时办理规划报批手续即自建一幢 5层楼房，第一层 1200 平米已对外出

租，其余 2-5层目前空置。同时，公司还修建了临时建筑,包括两层小楼员工休息

室、总装车间、钢材库、切割车间，现临时产权证书已到期，公司正在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对手续进行完善，上述建筑有被处罚甚至拆除的风险。如公司因上述建

筑问题受到任何处罚或损失，相关损失均由承诺人承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相关房产属于违章建筑；公司尚未取得房产

证的建筑为科技大楼（无补办证件可能），部分厂房及员工休息室（正在补办相

关证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较小，如果遭遇房屋拆迁，给公司带来的搬迁

费用和经济损失较小，前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6、《反馈意见》第六条，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丁克芳、顾亚军的简历，

请公司根据核心技术人员的实际任职经历及泰州海陵液压机具厂的历史沿革情

况斟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任职经历表述。 

经核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丁克芳，1977 年至 1978 年任泰州阀门厂工人；

1979至 1994年任泰州水产养殖试验场工人；1995年至 2002年 12 月任泰州市海

陵电器厂厂长；2003年 1月至 2004 年 3月任泰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总经理；2004

年 4月至 2019年 5月任泰州海陵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 6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顾亚军，1980 年 4 月至 1996 年 7 月，历任泰州市海陵电器厂技术科技术员

、工程师、技术科长；1996年 8月至 2002年 12月，任职全民所有制企业泰州市

海陵液压机具厂技术科科长；2003 年 1 月至 2004 年 3 月，任职个人独资企业泰

州市海陵液压机具厂技术科科长；2004年 5月至今，历任公司技术部部长、技术

副总、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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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反馈意见》第七条，关于公司的消防。2017 年公司自建一幢 5 层楼房

竣工，因未及时办理规划报批手续，未办理消防验收，该楼房一层用于出租。请

公司补充披露该楼房一层出租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租户名称，租户租赁用途，租

期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该栋楼房是

否应当办理消防备案或消防验收；（2）该栋楼房一楼租户租用公司楼房的用途

是否需要公司取得消防备案或消防验收，公司是否存在因租户的消防违规行为或

该栋楼房未取得消防备案或消防验收被主管机关处罚的隐患。 

（1）经核查，该幢楼房的出租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人 租赁用途 具体门面 门面编号 租赁期间 

1 王晓进 钢材经营 8 号 12 幢门面房屋 2 间 13、14 2019.3.9-2022.3.8 

2 王海宏 钢材经营 8 号 12 幢门面房屋 3 间 11、12、15 2019.7.1-2022.6.30 

3 袁有华 汽车清洗 8 号 12 幢门面房屋 2 间 9、10 2019.10.2-2020.10.1 

4 孙亮 钢材经营 8 号 12 幢门面房屋 1 间 1 2020.1.1-2022.12.31 

5 蒋龙驹 钢材经营 8 号 12 幢门面房屋 6 间 2-7 2020.1.1-2022.12.31 

经核查，科技大楼为 2016 年 10 月建设完成，建成后由于缺少规划等审批手

续未能取得房产证，相关水电不能未能正常办理，满足不了装修标准，目前一楼

用于出租，2-5层长期空置。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

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

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二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

头候船厅；（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四

）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

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

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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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

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

、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

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

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

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设有

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

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三）本条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

米的公共建筑；（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五）城市轨道交通

、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

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

压站。”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建

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

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

印件。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

防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目前一楼租户租用公司楼房的用途是钢材买卖和汽车清洗。

上述场所，不属于大型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前无须履行消防

验收手续，但应申报消防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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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建筑位于公司自有产权的土地上，自建成后一直没有申报消防备案，

根据相关规定，可能面临停止使用或者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风险，也存在被相关

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对此，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克芳、陈扣凤、丁力出

具书面承诺：“公司的经营场所已按法律法规的要求配备了消防设备、应急通道

，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对生产经营场所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通过对公司人员

进行消防培训，提升员工的安全经营意识。如公司因消防合规性问题受到任何处

罚或损失，相关损失均由承诺人承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该幢房屋由于缺少规划等审批手续未能取得产权

证，也一直无法进行消防备案，根据相关规定，可能面临停止使用或者暂停对外

经营活动的风险，也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但该幢楼不涉及

公司生产环节，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很小。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愿意代替公司

承担相应的损失，不会影响到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8、《反馈意见》第十六条，关于请公司说明自申报文件签署之日至申报审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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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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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根据公司提供的申报时公转书签署日至本次反馈意见回复之日所有

银行账户流水、应收款项各科目明细账，公司自申报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自申报时公转书签署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日，公

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关联方违反相应承诺情况，符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 

 

9、《反馈意见》第十七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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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初至申报审查期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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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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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核查了相关方提供的简历、信用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面承诺等资料，并登陆中国证监会主页、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

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网、对公司所在地环保、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门户网站

及互联网公开信息进行查询等网站进行检索，取得了泰州市应急管理局、泰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州市住房和建筑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泰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管理部等主管部门出

具的证明。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被

执行人信息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也未出现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

符合监管要求；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子公司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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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自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申报

审查期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也未出现因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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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法存续，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

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下属子公司均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合法

规范经营，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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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反馈意见》第十八条，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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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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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核查:（1）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

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是否规范、齐备，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健全，公开转

让说明书、公司章程等披露文件是否充分披露相关内容；（2）公司在报告期内

且股改后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情况；（3）公司财务负责人是否符合前述规则规

定的任职要求；（4）公司章程是否为附条件生效章程，如为附条件生效章程，

除以挂牌作为生效条件外，是否附有其他生效条件，是否影响章程效力；（5）

公司章程是否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 

（1）2020 年 7 月 16 日，公司已召开股东大会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治理规则》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配套制度进

行了修改。 

经本所律师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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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

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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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进行逐条审核，《公司

章程》对公司的名称和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设立方式；股份总数、每股金额

和注册资本；发起人的姓名、认购的股本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股份发行、

转让、增减和回购；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大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董事会、

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及议事规则；经营管理机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信息披露

和投资者关系管理；财务会计制度；公司利润的分配；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

和清算；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章程的修改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内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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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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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必备条款》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不一致的内

容。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从职责安排、实施内容与方式等多个方面

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

，以保证《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可操作性。 

（2）经核查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

司治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

司章程，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法人治理结

构，逐步制定并完善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

章制度，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相互独立、权责明确、相

互监督，实现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合法有效运行，保障了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经核查公司股改后历次三会文件，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按照相

关规定召开会议，运行情况良好，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

决议内容及签署符合《公司章程》和三会议事规则的要求，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等要求行使职权的行为。 

（3）《治理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应当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挂牌公

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期

限尚未届满；（三）被全国股转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采取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期限尚未届满；（四）中国证监会和全

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财务负责人作为高级管理人员，除符合前款规定外

，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具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并从事

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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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总监卢琴，2005年 11月至 2019年 5月历任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2019年 6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符合《治

理规则》及《公司章程》财务负责人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

者具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并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的任职要求。 

经核查公司财务负责人卢琴的《个人信用报告》和《无犯罪记录证明》，查

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信 用 中

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

台（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等官方网站，卢琴不存在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执行”。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非附条件生效章程。 

（5）经核查，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前，液压有限的历次章程的修订均经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2019 年 4 月 26 日，公

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泰州海陵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定了公司设立后适用的公司章

程，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2020年 7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依法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规范、齐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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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

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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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公司在报告期内且股改后

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情况良好；公司财务负责人也符合前述规则规定的任职要求

；公司章程不是附条件生效章程；公司章程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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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州海陵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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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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