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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公司委托，作为公司本次申请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顾问，已于2017年10月27日出具了《广东华商律

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2017年12月27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138号）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现根据2017年6月30日

起此后发行人最新经营活动的变化情况、其于2018年8月24日通过指定媒体公告

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8

年半年度报告》”），本所律师在对相关情况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进行补

充披露和修订，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及内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为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定义

与《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法律意

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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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反馈回复更新 

一、《反馈回复》一、重点问题之 5 

2013 年 11月 8 日，甘肃昊鑫市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庆阳 CBD 商务中心二期

工程外装修过程中，发行人现场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工人作业，导致脚手架整体

失稳坍塌，造成 2 人死亡，4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为 163 万元。 

2017 年 9 月 5 日，济南市长清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申请人下发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针对申请人工程施工中，楼内落地灰未清理，扬尘污染重，

散装材料未覆盖的行为，处以 1.98 万元罚款。 

请申请人说明上述事项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3年 11月甘肃昊鑫市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庆阳 CBD商务

中心二期工程外装修项目安全事故相关资料并访谈该项目负责人，庆阳 CBD二期

项目的具体情况以及项目所在地政府及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该安全事故性质及

责任认定、处罚情况及公司对该安全事故处置情况后认为： 

发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收到当地政府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文书后，已按要求及早缴纳了相应罚款，该等处罚结果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

规定的“一般安全生产事故”，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发行人于事故发

生后已落实相应的整改、规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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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政府等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等，庆阳 CBD二期项

目“11.8”脚手架坍塌事故属于“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未有同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7 年 9 月济南市长清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发济城执

长清区综处字（2017）第 36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发行人建设山东高速·绿

城·兰园项目一期工程施工中存在的“楼内落地灰未清理、扬尘污染重、散装材

料未覆盖的行为”处以 1.98万元罚款事项，该项罚款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发行人已于该处罚决定书下发当日缴纳了上述罚款，并及时进行了整改，消除了

违法违规行为的不良影响，并取得了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工程复工的通知，该情形

并未对发行人该工程项目的施工造成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不规范行为均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政府

及其主管部门对发行人的处罚均不属于“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法

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或者受到刑事处罚”情形；且

发行人已经及时缴纳相应罚款、及时纠正整改，整改情况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认

可，该等行政处罚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损害或重大不利影响，不

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不会对本次

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不存在“违反

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

重，或者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 

二、《反馈回复》一、重点问题之 6 

申请人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有 5 起，其中作为被告 4 起，原告 1 起。

请申请人说明上述重大诉讼是否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结合

上述情形说明公司工程质量管理、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请保荐机构及申请

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发行人申报时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有5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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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起已经调解结案。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重大未结诉讼案件资料及书面说明并

经本所律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全国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核查并访谈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该等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报文件中5起未结重大诉讼案件具体情况 

1、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诉中装建设及中装建设反诉淳汇酒店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5年7月13日，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淳汇酒店”）向广

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起诉中装建设，请求判令：（1）确认淳汇酒店解除项目总承

包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2）中装建设赔偿淳汇酒店违约损失6,750,000元，并

在工程垫资款中直接抵扣；（3）淳汇酒店减少支付工程款3,259,711元，中装建

设承担因建筑漏水等质量缺陷问题应支付的维修费；（4）中装建设就淳汇酒店支

付的工程款开具正式发票并交付给淳汇酒店；（5）中装建设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

费用。 

2015年8月14日，中装建设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

书》，请求将该案件移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5年8月18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从法房初字第34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装建设提出的管辖异议。中装建设不服上述裁定

于2015年8月24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上诉状》。 

2015年10月15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中法立民终字

第27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5年12月9日，中装建设就上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

院提交《民事反诉状》，反诉请求：（1）淳汇酒店支付中装建设工程款人民币

20,649,181.9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800,000元（暂定，具体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计算）；（2）淳汇酒店支付工程垫资款人民币8,000,000元及应付利息880,000

元（暂定，具体按年利率 10%计算）；（3）淳汇酒店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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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2日，中装建设申请对涉案全部工程造价进行造价鉴定。 

2016年4月18日，中装建设申请追加广东消防总队及时尚生活商务管理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为反诉被告。 

2017年7月4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从法房初字第347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中装建设追加时尚生活商务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为被告的申请。 

2018年5月8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就造价鉴定意见进行第二次开庭。 

2018年5月30日，中装建设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法院冻结淳汇酒店存款2,000

万元并提供财产线索及相应担保；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从法房

初字第34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冻结淳汇酒店在该院审理的另案中对广东消防

总队享有的债权2,000万元。 

2018年 6月 19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从法房初字第 3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工程款 8000000 元；（2）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淳汇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深圳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工程款 8000000元的利息（利息以尚欠款项

8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 10%的利率，从 2014年 1月 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3）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尚欠工程款 6143941.77 元给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4）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尚欠工程款的利息（其中 2014 年 8 月 8 日应付

的工程款 1254091.6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 2014年

8 月 29 日计算至 2014 年 9 月 11 日；2014 年 8 月 28 日应付的工程款 886978.1

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 2014 年 8 月 29 日计算至 2014

年 9月 25日；2014年 9月 28 日应付的工程款 1003584.32元，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 2014 年 9月 29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剩余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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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87.68 元，从起诉之日起即 2015 年 7 月 29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给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广

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期延误损失 2700000元；（七）驳回原告（反诉被告）

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8185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广

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53458 元、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8400元，本案反诉费 9652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淳汇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53361 元、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 43162 元，本案保全费 5000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淳汇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负担 2764 元、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2236元，本案鉴定费 234688.4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负担 163516.4 元、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71172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双方均已提出上诉，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2、广东荣和康园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中装建设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2017年4月5日，广东荣和康园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和康园”）

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请求裁决：（1）中装建设赔偿荣和康园因逾

期完工遭受的损失合计8,371,818.18元；（2）中装建设返还荣和康园代垫付的施

工期间的物业垃圾清运费及水电费合计1,278,506.58元；（3）中装建设向荣和康

园支付逾期完工的违约金845,000元；（4）中装建设赔偿荣和康园律师费180,000

元；（5）中装建设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2017年6月25日，中装建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反请求申请书》，请

求：（1）荣和康园向中装建设支付工程款人民币9,962,485.31元（不含3%的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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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荣和康园向中装建设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10,000元；（3）荣和康园向中

装建设支付滞纳金人民币4,841,767.86元；（4）荣和康园承担中装建设支付的律

师费人民币160,000元；（5）荣和康园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包括仲裁费、

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等）。 

2017年8月25日，中装建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交《增加仲裁反请求申请书》，

请求裁令：中装建设就荣和康园的所欠工程款项对涉案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

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3、北京正义网络传媒有限公司诉中装建设合同纠纷案 

2017年5月11日，北京正义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义网络”）向广

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起诉中装建设，请求判令：（1）中装建设支付正义网络工程

费1,300,000元；（2）中装建设支付正义网络违约金10,000元；（3）中装建设承

担本案有关的全部诉讼费用。 

2017年6月16日，中装建设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

书》，请求将该案件移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7年7月7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84民初1779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装建设提出的管辖异议。 

2017年7月19日，中装建设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吴学明为本案

第三人。2017年7月25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决定追加吴学明为本案第三人

参加诉讼。 

2017年11月15日，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粤0184民初1779号《民

事调解书》，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案件第三人吴学明自愿于2017

年12月15日前支付原告北京正义网络传媒有限公司100万元，了结本案所涉及的

纠纷；（2）如吴学明未能在上述日期前支付完毕约定的款项，则中装建设应自2017

年12月15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代第三人吴学明垫付上述款项，中装建设垫付后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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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向吴学明追偿；（3）第三人吴学明承诺，如最终由中装建设垫付上述约定的100

万元款项，则自垫付之日起，吴学明按年息12%计付利息给中装建设；（4）如本

协议履行完毕前原告正义网络反悔，则需向中装建设及第三人吴学明支付30万元

违约金；如中装建设及第三人吴学明未按照本调解协议履行，则需向原告正义网

络支付30万元违约金；（5）原告正义网络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案已审结。 

4、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诉中装建设及中装建设反诉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7年6月1日，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郑州工业学院”）向新

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郑州工业学院与中装建设之间的合

同关系；（2）中装建设返还郑州工业学院合同款1,530,920元；（3）中装建设支

付郑州工业学院损失赔偿金6,000,000元；（4）中装建设向郑州工业学院支付违

约金6,00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装建设承担。 

2017年7月18日，郑州工业学院向新郑市人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

对中装建设承建的郑州华信学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前身）内墙装饰改造工

程的施工工艺是否符合工艺要求进行司法鉴定，鉴定费用由中装建设承担。 

2017年7月27日，中装建设向新郑市人民法院提交《民事反诉状》，反诉请求：

（1）郑州工业学院向中装建设支付工程结算尾款（不含质保金）3,391,441.49

元；（2）郑州工业学院向中装建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13,021,105元；（3）

郑州工业学院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5、发行人诉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6年10月9日，发行人向广东省阳山县人民法院起诉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厦建设”），请求判令：（1）诺厦建设向中装建设还款本金

2,603,400元；（2）诺厦建设向中装建设支付逾期违约金共计729,147元；（3）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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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建设承担中装建设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用100,000元；（4）诺厦建设承

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2017年8月16日，广东省阳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1823民初92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发行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7年9月6日，发行人向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上诉请求：（1）

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1823民初92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令诺厦

建设向中装建设还款本金共计2,603,400元；（3）依法判令诺厦建设向中装建设

支付逾期违约金1,361,862.34元；（3）依法判令诺厦建设承担中装建设因实现债

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用100,000元；（4）依法判令诺厦建设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 

2017年12月27日，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8民终302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1）撤销广东省阳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823民

初920号民事判决；（2）限诺厦建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中装建设支付

1,680,000元及违约金（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

付至清偿之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

清偿之日止）；（3）限诺厦建设自前述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中装建设支付律

师费73,400元；（4）驳回中装建设其他诉讼请求。 

2018年1月10日，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8民终3023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1）（2017）粤18民终3023号民事判决书中第十三页“此外，

深圳中装建设公司确认在签订《和解协议书》后，冯建明向其支付本金1,000,000

元……”补正为“此外，深圳中装建设公司确认在签订《和解协议书》后，冯建

明向其支付本金100,000元……”；（2）（2017）粤18民终3023号民事判决书中判

决主文第二项“……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

至清偿之日止”补正为“……以18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

24%计付至清偿之日止”。 

2018年2月8日，中装建设与诺厦建设签署《和解协议书》，双方一致达成以

下和解协议：（1）中装建设确认截至2018年2月5日，诺厦建设共欠本金、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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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费及诉讼费共计2,890,000元；（2）中装建设同意为诺厦建设减少20万元款

项，即总额以2,690,000元履行经法院判决的全部债务；（3）自本和解协议签署

起3日内，诺厦建设应将全部款项汇入中装建设账户。发行人已于该和解协议书

签署当日向诺厦建设发出《付款通知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案已审结。 

（二）上述诉讼对发行人的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诉讼的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诉讼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起

诉状、上诉状或仲裁申请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等相关资料，上述未了结的重大

诉讼主要系由于双方就货款结算或工程款项结算、工程逾期或对施工结果异议等

事项所产生，所涉及诉讼金额相比发行人的资产及收入、利润规模较小，其诉讼

结果对发行人的经营及业绩影响不大，且发行人已聘请律师积极应诉、提出反诉，

不会对发行人的业绩和持续经营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的工程质量管理与内部控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发行人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

了完善的工程施工管理、内部审批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工程管理制度、督导

安全管理制度、督导巡查制度，并建立了工程管理部、质安部、督导巡查组等部

门具体负责各项制度的执行；同时，发行人针对涉诉事项进行风险分析、一事一

议，已建立并实施《纠纷、诉讼风险应对管理办法》，在整体层面对公司可能面

临的诉讼、纠纷进行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完善等风险管理措施。 

发行人已采取相关必要措施，积极应对上述未了结诉讼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安排内部专业人员或聘请专业人员参与诉讼、加强项目人员风险意识培训等措

施，以降低未来工程施工出现纠纷的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重大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工程质量管理制度等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内部控

制有效运行，发行人的工程质量管理、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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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期间事项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已经按照法定程序获得了发行人2017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中装建设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尚在有效期内，其关于本次发行

的批准和授权事项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发行人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条件。 

根据天职国际为发行人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6]1133 号、天职业字

[2017]11214号、天职业字[2018]9888 号《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经天职国际审计

的《2015年财务报表及附注》、《2016年财务报表及附注》、《2017年财务报表及

附注》、未经审计的《2018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信息变化如下： 

1、根据发行人《2018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最近一期（截止 2018年 6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086,511,490.46 元（未经审计），不低

于人民币叁仟万元。 

2、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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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143,744,269.58 元、

156,183,203.24元和 159,769,782.44 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3、发行人 2017年度营业利润为 205,639,259.80元、2016 年度营业利润为

197,441,934.98元，2017年度营业利润比 2016年度营业利润增长。 

4、发行人 2015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年度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分

别为 0 元、60,000,000.00 元和 30,000,000.00 元，累计分配利润数为

90,000,000.00元，发行人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度 的 可 分 配 利 润 分 别 为 153,811,235.88 元 、 156,183,203.24 元 和

160,749,979.46元，年平均可分配利润 156,914,806.19元，发行人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5、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5.07%、12.67%、8.1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4.08%、12.73%、8.07%。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之

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 

6、根据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00 万元（含 75,000 万元）。以 2018 年 6 月

30日为计算口径，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00万元

（含 75,000万元），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 

7、根据天职国际为发行人出具的天职业字[2018]9888 号《审计报告》，截

至 2017年 12月 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035,391,961.74元；根

据发行人未经审计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086,511,490.46元，均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财务数据发生变化外，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实质

性条件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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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上市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之“四、发行人的设立”所述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之“五、发行人的独立性”所述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2018年6月30日，发行人前十

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庄小红 198,439,650 33.07 流通受限股份 

2 庄展诺 73,009,350 12.17 流通受限股份 

3 陈一 35,354,000 5.89 流通 A 股 

4 鼎润天成 23,962,500 3.99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5 昆山中科 16,351,900 2.73 流通 A 股 

6 邓会生 10,509,750 1.75 流通受限股份 

7 福州中科 9,277,500 1.55 流通 A 股 

8 上海融银 8,884,200 1.48 流通 A 股 

9 刘广华 8,000,000 1.33 流通 A 股 

10 吴睿智 6,952,500 1.16 流通 A 股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发行人前十大股东发生变化之外，发行人的发起人、实

际控制人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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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庄

展诺合计持有发行人已发行的 27,144.9 万股的股份，占发行人股权比例为

45.2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庄展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累计被

质押共计 20,899.9991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76.99%，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4.83%）。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变更外，《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之“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所述及本所律师核

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的经营范围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情况

如下： 

（1）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发行人的经

营范围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以上均按建设部D244023230号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经营）；消

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凭建设部D344045053号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经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贰级（凭广东省

公安厅粤GB765号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资格证经营）；建

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凭建设部A144002493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经营）；建筑

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乙级；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以上均按建设部A244002490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经营）；音、视频工程企业

资质特级（凭中国录音师协会NO.A074041资质证书经营）；净化工程叁级（凭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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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行业协会SZCA1128号资质证书经营）；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一级（凭

中国展览馆协会C20171457资质证书经营）；承装类、承修类电力设施许可证肆

级（凭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6-1-00265-2017资质证书经营）；园林绿化、灯光

音响、舞台设备安装，建筑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发；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医疗器械销售、维修及售后服务”。 

（2）发行人增设分公司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设镇江、东海2家分公司，具体

情况如下： 

①镇江分公司 

镇江分公司系中装建设于2018年2月7日在镇江市设立的分支机构，现持有镇

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1102MA1W3MR73D的

《营业执照》，住所为镇江市京口区学府路105号3楼，分支机构负责人为李晓溪，

经营范围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维修贰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建筑幕

墙工程设计专项乙级、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乙级（以上均凭资质证书经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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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自2018年2月7日至无固定期限。 

②东海分公司 

东海分公司系中装建设于2018年5月23日在连云港市设立的分支机构，现持

有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722MA1WKYKM7L的《营

业执照》，住所为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高新区光明路38号，分支机构负责人为

庄俊朋，经营范围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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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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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

限自2018年5月23日至无固定期限。 

（3）发行人注销分公司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注销海南分公司并拟注销云南分

公司、东营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①注销海南分公司 

2017年7月14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海南分公司的相关议案。 

2018年5月18日，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海工商）登记内销字[2018]

第901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海南分公司注销登记。 

②注销云南、东营分公司 

2017年8月21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云南分公司的相关议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云南、东营分公司已办结税务注销，工商

注销事宜尚在进行中。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变更内容外，《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之“八、发行人的业务”所述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分公司，及相应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没有其他变更和调整。 

（二）发行人的经营资质 

经核查，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以下与经营活

动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权利

人 
资质证书 资质内容 资质范围 批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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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装

建设 

承装（修、试）电

力设施许可证

6-1-00265-2017 

承装类四级、承修

类四级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 

国家能源

局南方监

管局 

中装

建设 

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 D344045053 

建筑工程总承包

叁级、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 

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

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

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

服务 

深圳市住

房和建设

局、深圳

市罗湖区

住房和建

设局 

中装

建设 

洁净资质等级证

书 
洁净工程壹级 

承担相应等级的工业洁净工

程、生物洁净工程装饰装修及

机电安装施工 

深圳市洁

净行业协

会 

中装

建设 

展览陈列工程设

计与施工一体化

资质等级证书

C20171457 

一级资质 
承担相应等级展览陈列工程设

计与施工业务 

中国展览

馆协会、

中国展览

馆协会工

程专业委

员会 

中装

建设 

展览工程企业资

质证书 Q20171737 
一级资质 承担相应等级展览工程业务 

中国展览

馆协会、

中国展览

馆协会工

程专业委

员会 

中装

园林 

（粤）JZ 安许证

字[2018]020825

延 

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施工，有效期：2018 年 5

月 8 日至 2021 年 5 月 8 日 

广东省住

房和建设

局 

中装

园林 

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 D344004547 

古建筑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 

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

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

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

服务 

深圳市罗

湖区住房

和建设局 

中装

建设 
NO.A074041 

音、视频工程业企

业资质（特级） 
-- 

中国录音

师协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

要经营资质除上述变化外，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业务资质真实、合法、有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

有实际开展的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各项经营资质。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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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

《2018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创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建筑装

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发行人自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1-6月

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如下：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803,750,798.70 3,172,996,288.26 2,691,714,149.77 2,598,806,004.07 

营业收入 1,803,750,798.70 3,172,996,288.26 2,691,714,149.77 2,598,806,004.07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100% 100% 100% 10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四）发行人的持续经营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不存

在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1、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变化。 

2、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5%以上股份

的其他股东未发生变化。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及参股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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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发行人之外，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控制及参股的其他企业增加了7家，分别为：中装建设投资持股100%的中

装置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置地”，系由汇智群英投资咨询

（深圳）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更名而来），中装置地持股100%的新疆金聚元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聚元”）；中装建设投资参股38.02%的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宜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宜安投资”）；中装金控

持股100%的国洲国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洲国际”）和持

股80%的深圳市华智新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智投资”）；中装环

保持股64%的河北欣芮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芮资源”）和持股51%

的上海赜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赜羽环保”）。 

关于该等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中装置地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中装置地系于2015年8月25日在深圳市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深圳市

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49906622D的《营业执照》，住所为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商报东路37号新景苑B、C栋C栋502，法定代表人

为庄展鑫，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投资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

房地产营销策划；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置业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以上均不含限制

项目）；国内贸易；经营电子商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期限为2015年8

月25日至无固定期限。 

中装置地于2018年1月31日由“汇智群英投资咨询（深圳）有限公司”更名

而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装置地系中装建设投资持股100%的全

资子公司。 

（2）新疆金聚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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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聚元系于2013年7月8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50100072212571J的《营业执照》，

住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五一农场崇五路838号怡馨园小区9栋商铺2层

308室，法定代表人为章固南，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经营期限为

2013年7月8日至无固定期限。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聚元系中装置地持股100%的全资子公

司。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宜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宜安投资系于2017年4月25日在宁波市设立的合伙企业，现持有宁波市北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6MA290FN06P的《营业执

照》，住所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三号办公楼1013室，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子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曾彬彬），认缴出资总额为13,15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为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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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期限为2017年4月25日至

2027年4月24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宜安投资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深圳市中装建设投控股有限公司 5,000 38.02 有限合伙人 

2 孔祥春 3,000 22.81 有限合伙人 

3 邵静 3,000 22.81 有限合伙人 

4 庄浩 1,000 15.21 有限合伙人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子今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0 1.14 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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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150 100 - 

（4）国洲国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洲国际”） 

国洲国际系于2017年11月9日在深圳市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深圳市

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MA5EUJ3700的《营业执照》，住所为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为张珏，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保付代理及相关咨询服务（非银行融

资类）；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信用风险管理平台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含限制项目）；创业投资业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市

场营销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

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

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各

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经营期限自2017年11月9日至无固定期限。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洲国际系中装金控持股100%的全资子公

司。 

（5）深圳市华智新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智投资”） 

华智投资系于2018年2月7日在深圳市设立的合伙企业，现持有深圳市市监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MA5F0DJA8E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深圳市

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商报东路37号新景苑B、C栋C栋50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中麦田（深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总额为500万元，企业类

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创业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不

含限制项目）；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经济

信息咨询；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合伙期限为自2018年2月7日至无固定

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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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智投资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性质 

1 深圳市中装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400 80 有限合伙人 

2 
中麦田（深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00 2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500 100 - 

（6）河北欣芮再生资源利用公司（以下简称“欣芮资源”） 

欣芮资源系于2014年3月12日在廊坊市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廊坊市

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31026095131352P的《营业

执照》，住所为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新桥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为庄展松，注册资

本为12,000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废旧催化剂的回

收再利用；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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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为2014年3月12日至2034年3

月11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欣芮资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中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680 64 

2 张金环 4,320 46 

合计 12,000 100 

（7）上海赜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赜羽环保”） 

赜羽环保系于2014年4月7日在上海市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崇明区市

场监管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230093580533D的《营业执照》，住所

为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921弄2号H区117室（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法定

代表人为庄展松，注册资本为2,040.82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范围为“（环保、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环保工程，绿化工程，市政工程，环保设备、仪器仪表、环保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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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机电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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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为2014年4月7日至无固定期限。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赜羽环保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中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40.82 51 

2 杨海明 950 46.55 

3 上海达乘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0 2.45 

合计 2,040.82 100 

4、全资、控股子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注销了子公司中装光伏，

拟注销子公司吉林中装和中装利丰；新设了1家控股孙公司深圳市中装希奥特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希奥特”）；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拥有9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分别为中装园林、惠州中装、南京卓佰年、中装

智能、中装城建、吉林中装、中装利丰、中装新能源、中装希奥特。关于中装希

奥特的基本情况如下： 

（1）深圳市中装希奥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装希奥特系于2018年8月21日在深圳市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深圳

市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MA5F9KBJ93的《营业执照》，住所

为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B座4楼404室，法定代表

人为于桂添，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一

般经营项目：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技术的开发；太阳能光热、光电利用相关产

品、风能、太阳能、电能、风力发电的研发、销售；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

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能源产业投资、港口产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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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经营项目：太阳能光热、光电利用相关产品的生产；环保、建筑工程

设计与施工”，经营期限为2018年8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装希奥特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中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0 70 

2 邓晓东 300 30 

合计 1,000 100 

5、参股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拥有2家参股公司，分别为深圳

市南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亿科技”）、赛格物业。关于南亿科技

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1）深圳市南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亿科技系于2005年8月4日在深圳市设立的企业，现持有深圳市市监局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778755658T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深圳市宝安

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桥塘路40号育才工业区A栋2楼，法定代表人为陈贤敏，注册

资本为2,117.6471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为

“一般经营项目：智能布线及安防系统的设计与上门安装；智能停车场系统、门

禁/一卡通系统、楼宇对讲系统、监控系统、自动道闸的技术开发；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智能停车场系统、门禁/一卡通系

统、楼宇对讲系统、监控系统、自动道闸的生产”，经营期限为2018年8月21日至

无固定期限。 

南亿科技已于2017年7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股票

代码871747。截至2018年6月30日，根据南亿科技披露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南

亿科技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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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福清市奥德森投资有限公司 10,594,800 50.03 

2 陈贤敏 5,140,800 24.28 

3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76,471 15.00 

4 陈秋航 2,160,000 10.20 

5 陈贤振 104,400 0.49 

合计 21,176,471 100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企业外，发行人不存在设立参股

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任

期届满和换届选举、聘任进行了更替，但发行人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发生

重大变化。 

7、发行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以及前述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

行人及其控制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亦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天职国际为发行人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6]1133 号、天职业字

[2017]11214 号、天职业字[2018]9888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8 年半年度

报告并经核查，发行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6 月发生

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更新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发行人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6月 30日期间未发生与购销商品、提供

和接受劳务有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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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租赁 

发行人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6月 30日期间未发生与关联方的关联租

赁事项。 

3、关联担保情况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如下： 

银行名称 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

否履行

完毕 

宁波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7.7.12 2020.7.12 否 

建设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中装园林 
5,000 2017.7.19 2019.9.20 否 

民生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10,000 2017.7.24 2020.7.24 否 

工商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中装园林 
3,400 2017.7.26 2020.7.17 否 

浦发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祝琳 
5,000 2017.7.28 2019.9.25 否 

交通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7.8.1 2020.7.20 否 

中信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10,000 2017.8.2 2020.2.20 否 

中国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及

祝琳 
5,000 2017.8.14 2020.8.14 否 

宁波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7.8.31 2020.8.31 否 

华夏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10,000 2017.8.31 2020.8.31 否 

工商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及

中装园林 
3,600 2017.9.7 2020.8.15 否 

光大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及

中装园林 
8,000 2017.10.12 2020.10.11 否 

工商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及

中装园林 
5,000 2017.10.20 2020.10.20 否 

中国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及

祝琳 
5,000 2017.11.1 2020.11.1 否 

光大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及

中装园林 
12,000 2017.11.14 2020.11.13 否 

交通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8.1.2 2020.1.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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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10,000 2018.1.10 2020.1.10 否 

宁波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8,000 2018.1.18 2020.1.18 否 

招商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10,000 2018.1.25 2020.1.25 否 

工商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及

中装园林 
4,000 2018.1.30 2020.1.30 否 

农业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10,000 2018.1.31 2020.1.31 否 

浦发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祝

琳 
10,000 2018.5.17 2020.5.17 否 

汇丰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8.5.12 2020.5.12 否 

汇丰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8.5.16 2020.5.16 否 

民生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10,000 2018.6.6 2020.6.6 否 

宁波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8.6.14 2020.6.14 否 

交通银行 庄重、庄小红、庄展诺 5,000 2018.6.27 2020.6.27 否 

根据天职国际为发行人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6]1133 号、天职业字

[2017]11214 号、天职业字[2018]9888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8 年度半年

报并经核查，发行人偶发性关联交易下的关联担保等关联交易，是发行人根据正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做出的安排。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在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并经发行人审计委员会审议

通过，且发行人独立董事也已就上述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发表了无保留的独立意

见。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及公允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所述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四）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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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工作报告》所述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庄小红及实际控制人庄重、庄小红、庄展诺出具的说明

及承诺，庄重、庄小红、庄展诺未控股、参股其他拥有相同或类似发行人业务的

公司，也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

争。根据发行人《营业执照》并经核查，发行人目前主要从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

计与施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一定重合，但该等企业均未实际

从事与发行人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五）发行人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事宜的信息披露 

根据发行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披露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对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披露，不存在

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1、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1项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权属证书 座落 宗地号 

宗地面积

（㎡） 
使用期限 

共有

情况 
用途 

使

用

权

类

型 

1 

中装建设、

周大生、科

源建设 

粤（2018）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091624号 

深圳市

罗湖区

宝岗路 

H303-0061 8,671.08 
2018.2.7- 

2048.2.6 

共同

共有 

新型

产业

用地 

出

让 

注：权属证书记载权利人为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生”）、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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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建设”）和发行人共同共有。 

2、房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13 项房产所有权，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产权人 房屋位置 房产证编号 
建筑面

积（㎡） 
用途 

是否

共有 

1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05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820 号 
138.56 办公 否 

2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06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823 号 
139.45 办公 否 

3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07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792 号 
94.60 办公 否 

4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08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795 号 
134.29 办公 否 

5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09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797 号 
190.69 办公 否 

6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0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771 号 
144.99 办公 否 

7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1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773 号 
141.43 办公 否 

8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2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774 号 
143.46 办公 否 

9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3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821 号 
144.99 办公 否 

10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4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822 号 
231.24 办公 否 

11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5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849 号 
105.52 办公 否 

12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6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853 号 
153.48 办公 否 

13 
中装

建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西 76号 3117房 

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2013856 号 
67.95 办公 否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除上述增订内容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述其他内容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

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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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知识产权 

1、专利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43 项专利

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权利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1 一种太阳能环保隔离墙体 
中装建

设 
发明 ZL201610582271.1 2016.7.22 

2 一种太阳能环保隔离墙体 
中装建

设 
发明 ZL201610582271.1 2016.7.22 

3 
一种利用工业废渣的建筑保温

板及其制备方法 

中装建

设 
发明 ZL201610021156.7 2016.1.13 

4 
注水式承压循环全玻璃真空管

集热模块 

中装新

能源 
发明 ZL201010010130.5 2010.1.15 

5 
金属-玻璃套装集热管集热模

块 

中装新

能源 
发明 ZL201010010131.X 2010.1.15 

6 磁控阵列接点防爆压力表 
中装新

能源 
发明 ZL201010108071.5 2010.2.8 

7 一种铁素体不锈钢内胆 
中装新

能源 
发明 ZL201610103545.4 2016.2.25 

8 一种紧凑型太阳能采暖热水器 
中装新

能源 
发明 ZL201610159642.5 2016.3.21 

9 一种生态环境湿地保护装置 
中装园

林 
发明 ZL201711235133.7 2017.11.30 

10 
一种生态环境天然林的保护系

统 

中装园

林 
发明 ZL201711235754.5 2017.11.30 

11 防震隔音玻璃幕墙 
中装建

设 

实用

新型 
ZL201720478366.9 2017.5.2 

12 自洁型建筑膜材 
中装建

设 

实用

新型 
ZL201720478335.3 2017.5.2 

13 一种幕墙 
中装建

设 

实用

新型 
ZL201720479471.4 2017.5.2 

14 一种幕墙和空气循环系统 
中装建

设 

实用

新型 
ZL201720479473.3 2017.5.2 

15 光伏玻璃幕墙 
中装建

设 

实用

新型 
ZL201720478367.3 2017.5.2 

16 一种吊顶结构 
中装建

设 

实用

新型 
ZL201720479170.1 2017.5.2 



32 

17 盖板可拆卸型马桶 
中装建

设 

实用

新型 
ZL201720490663.5 2017.5.2 

18 一种金属—玻璃熔封集热管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420762462.2 2014.12.8 

19 
一种太阳能集热器及热水器隔

热密封硅胶圈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420762214.8 2014.12.8 

20 嵌入式地坪散热器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520073944.1 2015.2.3 

21 高效速热电磁感应加热管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520073186.3 2015.2.3 

22 
一种确保蓄热水箱温度分层的

散流器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520074026.0 2015.2.3 

23 
一种组合装配式蓄热水箱专用

外壳型材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520073945.6 2015.2.3 

24 一种蓄热水箱供热汇流器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520073140.1 2015.2.3 

25 
铝型材红外反射全膜系直通式

平板集热器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620083967.5 2016.1.28 

26 大容量 U 型通道真空管集热器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620141254.X 2016.2.25 

27 一种铁素体不锈钢内胆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620141628.8 2016.2.25 

28 
一种玻璃真空集热管空气集热

幕墙模块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620170611.5 2016.3.7 

29 一种紧凑型太阳能采暖热水器 
中装新

能源 

实用

新型 
ZL201620215245.0 2016.3.21 

30 
一种园林用生物多样性检测设

备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1253.5 2017.10.27 

31 
一种用于防治沙漠化的防风护

沙装置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1304.4 2017.10.27 

32 
一种节能型园林建设用雨水收

集灌溉装置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2529.1 2017.10.27 

33 水土流失防治架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2536.1 2017.10.27 

34 一种湿地用的净水储水装置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2563.9 2017.10.27 

35 一种湿地多层养殖箱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2565.8 2017.10.27 

36 
一种用于园林重金属污染土壤

修复装置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2584.0 2017.10.27 

37 
一种天然林保护用农药喷洒装

置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2602.5 2017.10.27 

38 一种植被恢复喷播机 中装园 实用 ZL201721402604.4 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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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新型 

39 防水土流失的容器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4746.4 2017.10.27 

40 
一种沙漠化防治用树木种植装

置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4775.0 2017.10.27 

41 
一种园林建设用污染土壤修复

设备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04782.0 2017.10.27 

42 一种园林水净化系统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36113.1 2017.10.27 

43 一种园林用环境监测装置 
中装园

林 

实用

新型 
ZL201721436189.4 2017.10.27 

注：上述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均为十年，自申请日起计算。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专利权，不存在权属法律纠纷或潜在

纠纷，该等专利权上未设置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对其使用亦不存在障碍。 

2、著作权 

（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

7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登记日期 

1 
中装太阳能光伏发电幕墙转换控制系

统 V1.0 
2017SR687296 中装建设 2017.12.13 

2 
中装建筑装饰 BIM 技术建模计算软件

V1.0 
2017SR686951 中装建设 2017.12.13 

3 中装装配式单元幕墙连接软件 V1.0 2017SR687285 中装建设 2017.12.13 

4 中装智能感光遮阳控制系统 V1.0 2017SR687277 中装建设 2017.12.13 

5 装配式活动隔墙安装软件 V1.0 2017SR686698 中装建设 2017.12.13 

6 施工成品保护循环资源控制系统 V1.0 2017SR702606 中装建设 2017.12.18 

7 生态环境天然林的保护系统 V1.0 2018SR519166 中装园林 2018.7.5 

（2）作品著作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1项作品著



34 

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作品名称/图形 登记号 
首次发布日

期 
登记日期 

1 中装 国作登字-2012-F-00068292 2008.3.28 2012.8.20 

（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发行人的主要生产设备

未有发生重大变化。 

（四）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8 年半年度报告》，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

各分子公司、分公司总共租赁 35处房产用于办公，合计租赁面积 9,314.32平方

米，均在有效租赁期限内。 

本所律师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等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重大合同新增 1项，具体

如下： 

1、2018年3月1日，中装建设与深圳市鸿隆兴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房

屋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

A座9层、建筑面积为1,151.72平方米的房屋，租赁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2020

年2月28日止（第一年前2个月免租金），第一年后10个月租金标准为213,068.2

元，第二年月租金标准为225,852.29元。 

（五）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设了中装希奥

特等子（孙）公司，增加了对南亿科技的投资，注销了中装光伏，转让了参股公

司引爆互联网股权。除上述变化之外，发行人其他投资事项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除正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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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的专利、商标外，需要取得产权证书的资产已取得了有权部门核发的权属证

书，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所拥有的其他主要财产不存在有抵押、

质押、产权纠纷或其他限制发行人权利行使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债权债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1、银行授信/贷款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

履行的银行贷款/授信新增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

争”之“关联担保”部分。 

2、重大工程合同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发行人新增承揽在建尚未履行完毕的总价款 2,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签约时间 

1 
海珠半岛花园三期会所售楼部、公共

空间室内装修工程 

广州市东迅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6,580.67 2014.7 

2 
青岛万达电影乐园 3D 动感剧场影音

特效灯光工程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现代都市建

筑设计院 

4,300.00 2015.4 

3 
青岛万达电影乐园 3D 动感剧场装修

工程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现代都市建

筑设计院 

2,300.00 2015.4 

4 
萧政储出（2010）48号地块项目幕墙

工程 

杭州亨德利置业有限公

司 
4,609.52 2016.9 

5 邯郸保时捷装修工程 
河北江泉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200.00 2016.11 

6 
沈阳环球金融中心项目 7#楼住宅室

内精装修工程 
沈阳泰盛投资有限公司 2,952.87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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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电四会 2X400MW级燃气热电冷联产

项目厂前区装修及暖通设施 

中电（四会）有限责任公

司 
2,880.12 2016.12 

8 百悦府三期项目安装工程 浙江汇高置地有限公司 2,500.00 2016.12 

9 
西湖湿地国际花园一期工程（1-01、

1-02 地块）外墙装饰工程 

珠海天志发展置业有限

公司，总包单位：广东省

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745.13 2017.1 

10 
沈阳环球金融中心项目商业 MALL 

精装修工程（第二标段） 
沈阳泰盛投资有限公司 2,091.71 2017.3 

11 
丽江复华度假世界 5#地室内精装修

工程 

丽江红树林旅游文化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4,262.00 2017.4 

12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大坦沙西郊村

住宅项目征地（第一期）（AL0205017）

铝合金门窗安装与供货工程 

广州市新凯中荔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374.79 2017.5 

13 1311 项目精装修工程（标段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警卫局 
2,543.89 2017.6 

14 
雄峰城北区铝合金门窗制作与安装

工程 

广东雄峰房产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 
2,330.00 2017.6 

15 

《宏发天汇城一期（1栋 A、B、C、D

座商住楼）工程》之天汇一期（01）

D 座保障房及公共区域装饰工程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2,192.22 2017.6 

16 
东二路综合改造工程（道路两侧改造

工程）一期项目施工一标段 
东营市城市管理局 2,109.28 2017.6 

17 1A1~10#幕墙工程 
张家界桃花溪谷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2,311.89 2017.7 

18 

深圳龙岗区启迪协信科技园 1.1期公

共区域、户内精装修及 1.2期展示区

精装修工程一标段 

深圳龙岗区启迪协信科

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2,384.81 2017.8 

19 
成都协信中心酒店精装修工程（客房

标段） 
成都协信置业有限公司 3,998.26 2017.9 

20 
南京鲁能公馆项目 A地块住宅精装修

工程三标段 
南京鲁能地产有限公司 3,674.56 2017.9 

21 
平顶山中兴科技产业园智慧园 4#厂

房装饰装修工程 

平顶山中兴科技产业园

有限公司 
3,000.00 2017.9 

22 
成都协信中心酒店精装修工程(公区

标段） 
成都协信置业有限公司 2,970.01 2017.9 

23 
安徽绩溪抽水蓄能电站机电安装工

程建筑和装修工程专业分包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

设有限公司 
2,593.45 2017.9 

24 
华强方特 HZJ1 装饰工程第八标段装

修项目 
芜湖立宇建设有限公司 2,013.38 2017.9 

25 

吉林漫江生态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民

俗文化村（酒店式公寓）三标段精装

修工程 

吉林鲁能漫江生态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3,110.31 2017.1 

26 嘉禾县文化演艺中心装饰及设施设 嘉禾县城乡建设与发展 11,070.27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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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7 
金山谷创意园四期幕墙及铝合金门

窗工程 

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

司 
6,442.66 2017.11 

28 
成华奥园广场（大东展二期）3#地块

幕墙制作安装工程 
成都宜华置业有限公司 2,473.69 2017.11 

29 
天鹅堡四期 9#楼 2-32层住宅精装修

工程 

西安曲江华侨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7,616.09 2017.12 

30 
广钢新城 233地块（紫郡府）项目铝

合金门窗工程 

广东葛洲坝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108.97 2017.12 

31 
长秀片区（B区）A0201地块铝合金

门窗及幕墙工程（二标段） 

海南英大房地产有限公

司 
2,446.48 2017.12 

32 
惠州奥林匹克花园五期 101.107.108

栋住宅铝合金工程 

惠州奥林匹克花园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2,262.99 2017.12 

33 
惠州潼湖碧桂园一期酒店二标段装

修工程 

惠州潼湖碧桂园产城发

展有限公司 
2,025.00 2017.12 

34 
白金海岸二期 8#、17#楼室内装饰装

修工程 
海南宝名置业有限公司 2,002.49 2017.12 

35 
教学服务楼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

服务楼群）工程机电安装专业分包 
北京外国语大学 8,407.75 2018.1 

36 
海航豪庭一期项目 A14地块1#公寓批

量精装修工程 
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163.55 2018.1 

37 华海金湾公馆项目拓展工程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3,114.86 2018.1 

38 

中国海南省万宁市神州半岛第一湾

二类住宅区 C-18号项目精装修分包

工程（标段 III） 

海南耀星置业有限公司 3,051.15 2018.1 

39 听涛小镇文化旅游项目（一期）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2,102.69 2018.1 

40 
亚马逊项目二期主体及配套工程建

筑施工总承包工程 

湖南原本山水旅游开发

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2018.2 

41 
中科动力（国家）锂电池监测中心项

目 

中科动力电池（武汉）股

份有限公司 
6,500.00 2018.2 

42 
2018 年教育费附加修缮改造工程设

计施工总承包 

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工务

局 
7,996.29 2018.3 

43 
悦来新城会展公园（悦来会展公园配

套服务用房）展陈工程 EPC总承包 

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7,646.85 2018.3 

44 

宝能城（东区）二期 3E 栋住宅及公

区标厅、过道、地下大堂大批量精装

修工程 

深圳市建业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5,197.70 2018.3 

45 
德高信易联金融广场（1-2座）外立

面装饰工程 
佛山易联投资有限公司 4,018.00 2018.3 

46 
贵州荷金现代高效农业温室大棚安

装工程 

贵州荷金现代高效农业

有限公司 
9,455.01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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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神福农产品批发大市场 
海南南疆万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醴陵分公司 
8,000.00 2018.4 

48 
沈阳地铁十号线工程装饰装修工程

（四标段）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3,492.99 2018.4 

49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双鹤湖

中央公园覆土建筑装修展示工程 

河南富港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7,781.83 2018.4 

50 

西盟县东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PC

工程 3#道路/沿河路机电安装、综合

管廊机电安装工程专业分包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218.00 2018.4 

51 
政务服务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项目装

饰装修工程施工 

滨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 
3,806.71 2018.4 

52 
郴州美美项目在商业公共区域二标

段 2-8 层室内装修收尾工程 

郴州市美世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080.00 2018.4 

53 
泉州星光耀广场二期 20#楼大商业

MALL 二标段精装修 

泉州星浩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2,782.01 2018.4 

54 润泽公馆二期一体板项目 
嘉峪关润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300.00 2018.4 

55 
玉林奥园广场 2、5、6 幢商业幕墙工

程 
玉林奥园置业有限公司 2,128.37 2018.4 

56 

乐金显示光电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显示器件建设项目（FAB栋 一般建

筑） 

佳施建设（南京）有限公

司 
9,542.70 2018.5 

57 南洋美丽汇幕墙及门窗工程 
海南亿兴城建投资有限

公司 
4,571.85 2018.5 

58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豪爵万达嘉华酒

店及配套项目-酒店精装修工程 

江门市蓬江区豪爵商务

有限公司 
4,465.00 2018.5 

59 国宾友谊酒店装饰工程 
孝义市大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3,000.00 2018.5 

60 
石家庄国际贸易城 5号地块 1 号楼室

内精装修剩余工程（一标段） 

石家庄乐城创意国际贸

易城开发有限公司 
2,877.52 2018.5 

61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深圳湾万丽酒店

精装修工程标段二（酒店公区）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4,878.37 2018.6 

62 
绵阳华夏历史文化科技产业园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装饰工程（八标段） 
芜湖立宇建设有限公司 2,993.30 2018.6 

63 南京中国府 3#、6#楼幕墙工程 
葛洲坝唯逸（南京）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452.42 2018.6 

64 
淮北碧桂园一期二标段室内装修工

程 

淮北市碧桂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687.62 2018.6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协议合法、有效，且目前正在履行中。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将要履行或正在履行的

重大合同或协议系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和形式符合中国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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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合同均由发行人作为合同一方签署，合同履行不存在

法律障碍。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承诺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利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除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已经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

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科目余

额表，截至2018年6月30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系由

正常生产经营而发生的往来款，无持有发行人5%以上（含5%）股份的关联方的其

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发行人的增资行为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有增资行为。 

（二）设立、投资、转让、注销子（孙）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设立、收购、转

让、注销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1、新设孙公司深圳市中装希奥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1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中装新能源与自然人邓晓东合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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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希奥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希奥特”），中装希奥特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中装新能源出资人民币 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根据发行人《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授权总

经理决定的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 

2、投资南亿科技 

2018年 1月 17日，发行人与深圳南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定向发行

增资认购协议书》，约定发行人作为新股东对南亿科技进行投资 1,500万元认购

其新增注册资本 317.65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5%。 

上述交易已经获得发行人总经理审批同意。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工

作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发行人董事会授权总经

理决定的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 6月 4日，南亿科技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3、转让参股公司引爆互联网的股权 

2018 年 4 月，发行人与前海金投天诚（深圳）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发行人将其所持有的合营企业引爆互联网（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10%的股权（实际出资 1,000 万元）以 992.2947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对方。 

上述交易已经获得发行人总经理审批同意。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工

作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发行人董事会授权总经

理决定的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 4月 13日，引爆互联网就本次股权转让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

转让完成后，发行人不再持有引爆互联网任何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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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销子公司中装光伏 

2017年 3月 14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装光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中装光

伏，并授权中装光伏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清算、注销事宜。 

2018年 5月 15日，深圳市市监局核准了中装光伏的注销登记。 

5、拟注销子公司吉林中装和中装利丰 

2018年 8月 22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吉林省中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注销控股子公

司中装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吉林中装和中装利丰，并授权

吉林中装和中装利丰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清算、注销事宜。本事项无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子公司吉林中装、中装利丰正在注

销过程中。 

6、拟设立香港子公司和新加坡子公司 

2018年 8月 22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装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中装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港币 10,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装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香港公司注册处结果为

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新加坡币 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装国际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新加坡商业登记处结果为准）。本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上述新设子公司事项尚在进行中。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重大资产变化行为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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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变更外，《法律

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之“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所述

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自2017年7月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对《公司章程》进行过1次修订，具体如下： 

2018年5月11日，经发行人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营业

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经营范围予以增订。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现行《公司章程》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已依法

履行制定和修改所需决策程序，内容合法有效，并完成了工商备案和公告，对发

行人、发行人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法律效力。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关于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增订情况具体如下： 

2018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订<总

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更订了《总

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制度。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召开

2 次股东大会、5 次董事会及若干次董事会专门委员会、5 次监事会，具体召开

情况如下： 

1、股东大会 

（1）2018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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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

信的议案》、《关于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2）2018年 5月 11日，发行人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和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等议案。 

（3）2018年 9月 12日，发行人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所购买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范围的议案》、《关于

全资子公司 2018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等议案。 

2、董事会 

（1）2017年 10月 27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2018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

信的议案》、《关于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3）2018 年 4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等议案。 

（4）2018 年 5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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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等议案。 

（5）2018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注销全资子

公司吉林省中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中装利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装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议

案》、《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装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修订

<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等议案。 

3、监事会 

（1）2017年 10月 27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2018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等议案。 

（3）2018 年 4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4）2018 年 5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5）2018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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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述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包括会议通知、签到表、

表决票、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变化情况 

根据有关选举或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任期届满离任和换届选举、聘任导致

的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1、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的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变更日期 变更原因 

1 庄重 董事长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2 庄展诺 董事、总经理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3 熊谨慎 董事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4 任顺标 董事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5 肖幼美 独立董事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6 袁易明 独立董事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7 高刚 独立董事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8 何玉辉 监事会主席 2018.5.11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9 张雄 监事 2018.5.11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10 张水霞 职工监事 2018.5.11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11 何斌 常务副总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12 廖伟潭 副总经理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13 庄超喜 副总经理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14 赵海峰 副总经理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15 于桂添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财务总监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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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凡伟 副总经理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17 黎文崇 副总经理 2018.5.1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离任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被选举、聘任的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位 变更日期 变更原因及程序 

1 庄重 董事长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被选举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 

2 庄展诺 董事、总经理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3 何斌 
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4 林伟健 董事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 

5 高刚 独立董事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 

6 王庆刚 独立董事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 

7 朱岩 独立董事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 

8 何玉辉 监事会主席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三年；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被选举成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 

9 张水霞 监事 2018.5.11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选举成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三年。 

10 陈群 职工监事 2018.4.12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成为公司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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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11 赵海峰 副总经理 2018.5.11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12 于桂添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兼财

务总监 

2018.5.11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任期三年。 

13 曾凡伟 副总经理 2018.5.11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14 杨战 副总经理 2018.5.11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15 黎文崇 副总经理 2018.5.11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16 廖伟潭 副总经理 2018.5.11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17 庄超喜 副总经理 2018.5.11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

化情况具体如下： 

1、董事 

（1）2018年 5月 11日，发行人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庄重先生、庄展诺先生、

何斌先生及林伟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高刚先生、王庆刚先生、朱岩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庄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2、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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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陈群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2018年 5月 11日，发行人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何玉辉女士、张水

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1）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

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庄展诺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聘任何斌先生、赵海峰先生、于桂添先生、曾凡先生、杨战先生、黎文

崇先生、廖伟潭先生、庄超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于桂添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发行人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皆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等正常

原因而发生，是在之前的经营管理团队基础上进行充实和适当调整而组建的，一

方面保持了发行人经营管理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完善了发行人经营

管理层的人员结构。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近三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

大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发行人选举的董事、监事，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的税务登记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税务登记未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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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天职业字[2018]第9888号《审计报告》和《公司2018年半年报》，截至

2018年6月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具体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执行税率 

增值税 应纳税销售额 3%/6%/10%/1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1%/5%/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按各地政策执行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的，

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12%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具体情况如下：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中装建设 15% 

南京卓佰年 25% 

吉林中装 25% 

中装园林 25% 

惠州中装 25% 

中装智能 25% 

中装利丰 超额累进税率（0%-12%） 

中装城市建设 25% 

（三）税收优惠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18年6月30日，发行人的税收优惠未发生变化，《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十六、发行人的税务（三）税收优惠”所述及

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和调整。 

（四）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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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2017年度审计报告》、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补贴依据文件，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享有

的财政补贴更新如下：  

序号 政府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万元） 归属年度 

1 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14.06 2018 

2 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扶持 54.11 2018 

合计 68.17 2018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的上述财政补贴均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批

准或确认，合法有效。 

（五）发行人近三年的纳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1-6月的纳税申

报表、完税证明、有关税收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而受到税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发行人最近三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具有相应的政策依据，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之“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所述及本

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更与调整。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之“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所述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

变更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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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之“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所述及本所律师核查意见无需变

更与调整。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说明、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通过最高

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全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报告期

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的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涉及的未决法律诉讼或

仲裁事项主要为工程施工或材料采购纠纷，不存在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商

标、专利等诉讼或仲裁，其诉讼结果对发行人的经营及业绩影响不大，且发行人

已聘请律师积极应诉、提出反诉，不会对发行人的业绩和持续经营产生的重大不

利影响。该等未结法律诉讼或仲裁事项如下： 

1、广州淳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诉中装建设及中装建设反诉淳汇酒店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双方均已提出上诉，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第二题。 

2、广东荣和康园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中装建设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第一部分第二题。 

3、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诉中装建设及中装建设反诉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



52 

书第一部分第二题。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资料，除上述诉讼情形外，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发行人各子公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

的主要股东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

大诉讼、仲裁。 

二十一、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已阅读《募集说明书》，确认《募集说明书》中引用本所律师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募

集说明书》对本所律师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引用真实、准确，不

存在因引用本所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发行人已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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