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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关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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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我公司 2017 年 10 月 12 日已收悉。感谢贵公

司对我公司推荐的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我公司

已按要求组织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

了认真讨论，对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

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已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意见，涉及到公

开转让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要改动部分，已经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

改。 

普通名词： 

公司、股份公司、本公司 指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豫欣 指 郑州豫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挂牌 指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

开转让的行为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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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陈震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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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 指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最近两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3 月 

专有技术名词： 

AG 玻璃 指 防眩光或抗反射玻璃，英文名anti-glare glass 

RoHS 认证 指 

是由欧盟立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它的全称是

《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

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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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报告期内，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向景志杰租赁房

产作为办公场所，该房产规划用途为住宅。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主管机关的意见核查前述事项的法律风险，并就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取得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办公场所的《租赁

协议》、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对办公场所进行了实地查看，并取得了相邻业

主的书面确认文件以及租赁房产物业管理公司的证明文件。 

2、分析过程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办公场所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桐

柏南路 77 号帝湖花园，房屋性质为住宅。 

根据《河南省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的规定》（豫政〔2014〕22 号），

“第九条 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允许将居民住宅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 

经核查，公司所在大楼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对于公司将该住宅作为办公场所

无异议，且租赁房产的物业管理公司郑州帝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出具证明，证明公司办公期间，未受到其他业主的投诉。 

根据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其已向主

管工商局递交场所租赁协议及房产证，工商局予以将该地址依法登记为经营场所。 

3、结论意见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租赁住宅作为经营场所，经利害

关系的业主同意，并已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上述行为合法，不存在行政处罚的

风险，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律师回复】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租赁住宅作为经营场所，经利害

关系的业主同意，并已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上述行为合法，不存在行政处罚的

风险，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2、景志杰、尚苏平夫妇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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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股转系统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核查将景志杰、尚苏平二人认定为控股股

东是否准确并发表明确意见；若公司需要调整控股股东的认定，请公司对申报文

件中的相关内容予以调整。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过程 

主办券商取得《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历次工商变更资料等文件，查阅《公

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等法律法

规关于控股股东的认定。 

2、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法》第 216 条第二款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

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

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

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的股东。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第 48 条

第（五）项的规定，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

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

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截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景志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3,000,000 股，

作为郑州豫欣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其所持公司股份 3,000,000 股的表决权，合

计享有公司 60%的表决权。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至本反馈回复意见出具日，公

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3、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为景志杰。 

【公司回复】 

公司已对申报文件中的相关内容予以调整。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概况”之“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基本情况”之“（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修改如下： 

“1、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景志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00,000

股，作为郑州豫欣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其所持公司股份 3,000,000 股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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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合计享有公司 60%的表决权。因此，公司控股股东为景志杰。 

2、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景志杰、尚苏平夫妇合计持有公司 100.00%

的表决权。景志杰、尚苏平分别担任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公司设董事会

后，二人均为公司董事。在股份公司成立后，董事会成员为五名。景志杰、尚苏

平提名的五名董事候选人（景志杰、尚苏平、李伟伟、王瑞娜、景旭阳）经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成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景志杰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负责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等，同时聘任景志杰为总经理、尚苏平、李伟伟为副总经理。

在报告期内，上述人员职位一直较稳定，能够对董事会决议和公司重大决策产生

重大影响和控制。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景志杰、尚苏平能够通过股东大会、董事

会决议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及管理人员的选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景志杰、

尚苏平。” 

【律师回复】 

律师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为景志杰。 

3、公司目前所使用的土地系向五度村集体租赁取得。上述土地尚未被国家

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公司尚未取得上述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司在上述土地

上自建厂房，未能取得房产证。（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土地的具体性质核查公司对租赁的集体土地的建设、使用等方面是否合法合规

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关于集体土地

流转方面的规定核查公司租赁集体土地方面的手续是否完备、出租方是否履行

法定的决策程序、是否获得土地承包农户的同意等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土地的具体性质核查公

司对租赁的集体土地的建设、使用等方面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项目组取得了公司租赁土地的《租赁协议》，对公司进行了实地查看调

研，并取得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租赁土地的说明，取得了相关部门出具的证

明，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规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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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过程 

（1）公司租赁使用的土地性质和用途 

根据土地的租赁协议以及登封市告成镇人民政府、告成镇五度村村民委员

会、登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公司所使用的土地的性质为集

体土地，规划用途为未利用地（荒地）；实际用途为在该土地上自建厂房生产

经营。 

（2）公司对租赁的集体土地的建设、使用等方面的合法合规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

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

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

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

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

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

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

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

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建设厂房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并取得《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

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进行厂房建设应当取得由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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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

工程除外。”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厂房在开工前，应当取得由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 

但告成镇人民政府已出具《证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原为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东岭（占地

35.24 亩），公司经营场所系租赁/承包五度村集体的土地并自建厂房，该土地

性质为荒地，公司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前述土地虽未经政府正式批准

变更为建设用地，但公司在前述土地上建设厂房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未有被相关职能部门处罚的记录。目前，市政府正在协调相关部门为其办理建

设用地使用权证。” 

登封市国土资源局已出具证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

身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租赁、使用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东岭的土

地（占地 35.24 亩）自建厂房生产经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我局未对其

进行过行政处罚。” 

登封市勘测规划局已出具证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

身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租赁、使用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东岭的土

地自建厂房生产经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我局未对其进行过行政处

罚。”  

登封市建设局已出具证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登

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租赁、使用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东岭的土地并

自建厂房生产经营，该土地性质为荒地，公司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我局未对其进行过行政处罚。” 

登封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已出具证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前身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租赁、使用位于登封市告成镇

五度村东岭的土地自建厂房生产经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我局未对其进

行过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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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建设厂

房并使用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但经主管部门确

认，上述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对本次挂牌不构成

实质障碍。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关于集体土地流转方面的

规定核查公司租赁集体土地方面的手续是否完备、出租方是否履行法定的决策

程序、是否获得土地承包农户的同意等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主办券商取得了告成镇五度村村民关于土地承包、流转方案的会议决议、

前述土地的《租赁协议》、告成镇五度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村民会议出席人员

及人数比例的证明，取得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租赁厂房、土地的说明，取得

了告成镇人民政府对上述土地承包流转程序事项的证明，查阅了《土地管理

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规定。 

2、分析过程 

（1）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土地管理法》 

第十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第十四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

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

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

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

保护。……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八条 第二款 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9 / 30 

第二十四条 关于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经村民会议

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民会议也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

项。 

第二十六条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

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

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第二十八条 第三款 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

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

定…… 

（2）事实依据及分析 

A.公司所租赁的土地的承包、租赁关系、权属如下： 

地块一地址 租赁期限 面积（亩） 

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 2010.6.4-2033.3.4 4.2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发包人 承包人 授权出租方 

告成镇五度村集体 
告成镇五度村

村委会 

刘朝辉、冯全鑫、

刘双木、冯建勋 
告成镇五度村村委会 

 

地块二地址 租赁期限 面积（亩） 

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 2013.3.4-2033.3.4 15.16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发包人 承包人 授权出租方 

告成镇五度村集体 
告成镇五度

村村委会 

李战义、刘东举、冯

海营、刘银仓 、刘

朝辉、李秋菊、胡二

狠、荣秀恋、冯增宽 

告成镇五度村村委会 

 

地块三地址 租赁期限 面积（亩） 

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 2015.6.1-2045.6.1 15.88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发包人 承包人 授权出租方 

告成镇五度村集体 
告成镇五度

村村委会 

刘丙午、肖中森、吴

谷粉、肖兰、刘新
告成镇五度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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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刘双木、肖书

森、刘新治、肖朝彬 

上述土地由告成镇五度村集体所有，属于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由告

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村民刘朝辉等人承包，并授权告成镇五度村村委会经营

管理对外出租流转。 

B.村民决策程序 

五度村村委会将集体所有的未利用地租给公司的行为履行了下列村民决策

程序： 

a、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并通过了同意公司的土地租赁方案，并

保证租赁期内，本集体不会收回上述土地，租赁期满，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

权。 

b、公司已分别与五度村村委会及承包人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 

同时，告成镇五度村村委会已出具证明：“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

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登封市豫科玻璃技术有限公司租赁、

使用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东岭合计 35.24 亩的土地。我村共有村民 1547

人，共 350 户，村民代表会议由 55 位村民代表组成，本次会议有 44 位村民代

表出席会议，有 44 位村民代表表决同意，已经达到村民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

本次表决有效。” 

根据告成镇人民政府对上述土地承包流转程序事项的确认，上述土地尚未

申领集体土地权属证书，但其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情况属实，其土地承

包经营权手续合法合规。 

综上，公司土地承包、租赁关系的合法、有效，主体适格，权属清晰，已

经履行相关村民决策，并经政府部门同意。 

C.是否涉及改变土地用途 

上述土地为未利用地，公司在土地上建设厂房并经营的行为改变了土地的

用途，未占用基本农田。 

D.政府部门的审批、备案登记手续 

由于公司所租赁的土地为未利用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所规范的“农

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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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土地

的承包、流转，其程序及合同均无需其他政府部门的审批、备案登记手续。 

3、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租赁集体土地方面的手续完备、出租方已履

行法定的决策程序、已获得土地承包农户的同意。 

【律师回复】 

律师认为，公司在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建设厂房并使用的

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但经主管部门确认，上述行为未

受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障碍；公司租

赁集体土地方面的手续完备、出租方已履行法定的决策程序、已获得土地承包农

户的同意。 

4、关于公司消防安全问题。请公司补充披露日常经营场所的具体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日常经营场所的地址、建筑面积、消防设施配备情况等有关消防安全

的信息，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涉及

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消防安全检查以及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的相关事项予以披露。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

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

情况；（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

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

风险。（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

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5）公司是否符合“合

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公司回复】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自有房屋及建筑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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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元） 

房屋及建筑物 3,634,663.22 

该房屋及建筑物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尚未办理房产证，占

地面积合计 35.24亩（约 23,493.33平方米），用途为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目前所使用的土地系向五度村集体租赁取得。上述土地尚未被国家征收

转为国有土地，公司尚未取得上述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司在上述土地上自

建厂房，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未能取得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因此无法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 

公司上述房屋及建筑物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共有员工 76 人，不属于公众聚

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但是，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注重消防安全管理，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日常经营场所配置了必须的消防设备，具体如下：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厂内编号 

所属部

门 
详细位置及数量 

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1 办公室 
物资仓库门口 2个 

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2 办公室 

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3 办公室 老办公楼会议室门口 2

个 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4 办公室 

5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5 办公室 
女生宿舍门口 2个 

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6 办公室 

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7 二车间 
一车间门口 2个 

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8 二车间 

9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9 二车间 
二车间原片室门口 2个 

1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0 二车间 

1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1 二车间 
二车间验收室 2个 

1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2 二车间 

1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3 二车间 
二车间一楼走廊 2个 

1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4 二车间 

15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5 二车间 
二车间二楼走廊 2个 

1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6 二车间 

1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3

5 
YKMHQ-017 三车间 

三车间门口 2个 

1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3

5 
YKMHQ-018 三车间 

19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9 三车间 三车间西墙配电柜处 2

个 2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0 三车间 

2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1 三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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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2 三车间 
三车间南墙配电柜处 2

个 

2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3 三车间 
男生宿舍中间屋内 2个 

2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4 三车间 

25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5 
机电车

间 
机电车间门口 2个 

2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6 
机电车

间 

2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8 YKMHQ-027 配料室 
三车间原料库门口 2个 

2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8 YKMHQ-028 配料室 

29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9 配料室 
二车间原料库门口 2个 

3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30 配料室 

3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31 配料室 
车库原料室 2个 

3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32 配料室 

郑州分公司租赁的办公场所情况如下： 

房屋

所有

权人 

房权证编号 

土地使

用权取

得方式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屋座落 

土地使用

终止期限 

规划

用途 

景志

杰 

郑房权字第

1501232534 号 
出让 154.83 

中原区桐柏南路

77号帝湖花园 B

区 10号楼 6层

601 

2072/7/31 
成套

住宅 

由于上述场所为住宅，并非由公司建设，公司仅租赁其中部分单元使用，经

与物业公司沟通，未能取得上述场所的消防备案文件。公司上述房屋及建筑物用

于日常生产经营，不属于公众聚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上述场所已配备消防给水喷淋头、烟雾警报器、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具体如

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配置位置 

1 消防给水喷淋头 3 办公室 

2 消防给水喷淋头 8 业务大厅 

3 消防给水喷淋头 1 会议室 

4 消防给水喷淋头 3 财务室 

5 烟雾警报器 2 业务大厅 

6 烟雾警报器 1 会议室 

7 消防栓 2 茶水间 

8 消防报警器+灯 1 业务大厅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四、环境保护、产品质量、

安全生产情况”之“（三）安全生产情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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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安全情况 

（1）自有房屋及建筑物消防安全情况 

公司自有房屋及建筑物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尚未办理房

产证，占地面积合计 35.24 亩（约 23,493.33 平方米），用途为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目前所使用的土地系向五度村集体租赁取得。上述土地尚未被国家征

收转为国有土地，公司尚未取得上述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司在上述土地上

自建厂房，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未能取得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因此无法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 

公司上述房屋及建筑物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共有员工 76 人，不属于公众聚

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但是，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注重消防安全管理，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日常经营场所配置了必须的消防设备，具体如下：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厂内编号 

所属部

门 
详细位置及数量 

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1 办公室 
物资仓库门口 2个 

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2 办公室 

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3 办公室 老办公楼会议室门口 2

个 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4 办公室 

5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5 办公室 
女生宿舍门口 2个 

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6 办公室 

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7 二车间 
一车间门口 2个 

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8 二车间 

9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09 二车间 
二车间原片室门口 2个 

1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0 二车间 

1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1 二车间 
二车间验收室 2个 

1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2 二车间 

1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3 二车间 
二车间一楼走廊 2个 

1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4 二车间 

15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5 二车间 
二车间二楼走廊 2个 

1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6 二车间 

1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3

5 
YKMHQ-017 三车间 

三车间门口 2个 

1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3

5 
YKMHQ-018 三车间 

19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19 三车间 三车间西墙配电柜处 2

个 2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0 三车间 

2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1 三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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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2 三车间 
三车间南墙配电柜处 2

个 

2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3 三车间 
男生宿舍中间屋内 2个 

2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4 三车间 

25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5 
机电车

间 
机电车间门口 2个 

26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6 
机电车

间 

2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8 YKMHQ-027 配料室 
三车间原料库门口 2个 

2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8 YKMHQ-028 配料室 

29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29 配料室 
二车间原料库门口 2个 

30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30 配料室 

3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31 配料室 
车库原料室 2个 

3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4 YKMHQ-032 配料室 

（2）分公司租赁房屋消防安全情况 

郑州分公司租赁的办公场所情况如下： 

房屋

所有

权人 

房权证编号 

土地使

用权取

得方式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屋座落 

土地使用

终止期限 

规划

用途 

景志

杰 

郑房权字第

1501232534 号 
出让 154.83 

中原区桐柏南路

77号帝湖花园 B

区 10号楼 6层

601 

2072/7/31 
成套

住宅 

由于上述场所为住宅，并非由公司建设，公司仅租赁其中部分单元使用，经

与物业公司沟通，未能取得上述场所的消防备案文件。上述场所用于日常生产经

营，不属于公众聚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上述场所已配备消防给水喷淋头、烟雾警报器、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具体如

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配置位置 

1 消防给水喷淋头 3 办公室 

2 消防给水喷淋头 8 业务大厅 

3 消防给水喷淋头 1 会议室 

4 消防给水喷淋头 3 财务室 

5 烟雾警报器 2 业务大厅 

6 烟雾警报器 1 会议室 

7 消防栓 2 茶水间 

8 消防报警器+灯 1 业务大厅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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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办理消防备案或接受消防

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 

1、核查方法 

1）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2）核查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实地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 

3）取得房屋消防备案相关文件； 

4）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消防设施配备情况、日常消防

监督检查情况； 

5）取得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登封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证明》。 

2、认定依据 

1）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十一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

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

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第十三条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

工，依照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 

（一）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

请消防验收； 

（二）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 

第十四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第十五条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

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第七十三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三）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

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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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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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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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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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共建筑； 

（四）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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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30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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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网站的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或

者报送纸质备案表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录入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 

2）事实依据 

公司自有的房屋及建筑物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元） 

房屋及建筑物 3,634,663.22 

该房屋及建筑物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第二村民组，尚未办理房产证，占

地面积合计 35.24 亩（约 23,493.33 平方米），用途为日常生产经营。该房屋及

建筑物属于依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办理消防备案的建设

工程。 

公司目前所使用的土地系向五度村集体租赁取得。上述土地尚未被国家征收

转为国有土地，公司尚未取得上述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司在上述土地上自

建厂房，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因此无法办理消防备案。 

公司上述房屋及建筑物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共有员工 76 人，不属于公众聚

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公司租赁的房屋具体情况如下： 

房屋

所有

权人 

房权证编号 

土地使

用权取

得方式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屋座落 

土地使用

终止期限 

规划

用途 

景志

杰 

郑房权字第

1501232534 号 
出让 154.83 

中原区桐柏南路

77号帝湖花园 B

区 10号楼 6层

601 

2072/7/31 
成套

住宅 

由于上述场所为住宅，并非由公司建设，公司仅租赁其中部分单元使用，经

与物业公司沟通，未能取得上述场所的消防备案文件。上述场所用于日常生产经

营，不属于公众聚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3、结论意见 

公司自有房屋及建筑物需要进行消防备案，因土地性质等原因未能办理，无

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根据登封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证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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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公司未因违反消防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主办券商认为，

公司自有房屋及建筑物未办理消防备案不对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障碍。 

郑州分公司经营场所需要进行消防备案，由于上述场所为住宅，并非由公司

建设，公司仅租赁其中部分单元使用，经与物业公司沟通，未能取得上述场所的

消防备案文件。该场所不属于公众聚集场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

检查。 

（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完成消防备案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

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

风险。 

目前，公司尚未办理消防备案的房产为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五度村的厂房，为

公司自有房屋及建筑物，该厂房为公司主要经营场所，未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

营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或者

在竣工后未依照本法规定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

以下罚款。” 

根据登封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因违反消防管理相

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截至本反馈回复意见出具之日，该房产未被责

令停止使用，公司未被责令停产停业。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若因消防备案事宜导致公司受到主管部门

处罚，本人将代公司承担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郑州分公司经营场所需要进行消防备案，由于上述场所为住宅，并非由公司

建设，公司仅租赁其中部分单元使用，经与物业公司沟通，未能取得上述场所的

消防备案文件。如因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对外经营，公司将租赁替代房产作为办公

场所。 

因此，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自有房屋尚未办理消防备案被消防处罚的可能性

较小，厂房未办理消防备案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郑州分公司经营

场所虽未能取得消防备案文件，但公司不是建设方，故无行政处罚风险。 

（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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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 

针对公司自有房屋及建筑物未能办理房产证，可能存在搬迁的风险，公司已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以下内容： 

“（五）搬迁风险 

公司在登封市租赁的土地属于未利用地，公司在该土地上建造了房屋并进行

了工业生产，与该土地性质不符。公司取得了国土部门开具的无违规证明，但仍

存在被强制搬迁的风险。 

若发生搬迁，公司的经营将受到严重影响，公司的生产线需要重新搭建，且

需要重新进行环评，预计需要半年时间。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

成本，公司将因搬迁减少营业收入 6,720,361.89 元，同时减少营业成本中的材

料成本 4,245,937.77 元，预计经营损失为 2,474,424.12元。 

若发生搬迁，公司原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无法再使用，需要重置，根据报告

期末的数据，公司坐落于该片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3,634,663.22 元，

账面原值为 4,634,224.80 元，坐落于该片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类在建工程金额为

2,972,972.92元。重置成本应以房屋建筑物原值计算。因此，公司搬迁后的预计

资产重置成本为 7,607,197.72 元。公司无足够资金重置与公司现有建筑物同等

的建筑物，若发生搬迁，公司将通过租赁厂房的形式继续经营。在登封市租赁同

等规模的厂房预计将使公司每年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出 46.8 万元。上述情形不会

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目前当地政府已出具相关说明，市政府正在协调相关部门为其办理建设用地

使用权证，公司一直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持沟通，配合督促该事项的办理，避

免出现搬迁情况。” 

针对公司租赁房屋未能取得消防备案文件，如因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对外经营，

公司将租赁替代房产作为办公场所，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十三 （二）

关联方交易及往来余额”中披露“该房产同地段同面积的住宅租赁价格约为

3,600.00 元/月，年租金为 43,200.00 元”，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无影响。 

（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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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及其有效性； 

核查过程： 

1）通过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了解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发生过消防安

全事故； 

2）取得公司关于消防管理的相关制度，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了解公

司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3）取得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4）取得登封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证明》。 

分析过程： 

公司已对办公、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防安全问题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1）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对岗位防火责任、防火安全

检查、防火安全管理、消防器材管理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并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2）配备各类消防设施；（3）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消防演练、进行消防安全宣传。 

根据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过消防安全事故，

同时，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安全生

产事故，未因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登封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证明》，报告

期内，公司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不存在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形。 

核查结论：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虽然未办理消防备案，但公司已在制度、消防设施、人员

消防演练等方面采取了措施，应对和防范办公、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防安全

问题，公司日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安全风险。 

（5）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合法规范经营： 

根据登封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登封

市公安消防大队等部门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行为合法、合规，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执行信息

公 开 网 －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 http://shixin.court.gov.cn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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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涉诉案件；公司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报告期内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须依法开展经

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因此，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自有房产未能取得房产证，存在搬迁的风险，若发生搬迁，公司的经营

将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公司为登封市 20 个新型工业企业项目之一，且目前当

地政府已出具相关说明，市政府正在协调相关部门为其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出现拆迁的概率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销售订单持续增加，公司业务在报告期

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

务报表，并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7）第 324024 号《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

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 

公司基于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状况，在可预见的将来，有能力按照既定目标

持续经营。 

因此，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符合“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律师回复】 

（1）公司自有房屋及建筑物需要进行消防备案，因土地性质等原因未能办

理，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郑州分公司经营场所需要进行消防备

案，由于上述场所为住宅，并非由公司建设，公司仅租赁其中部分单元使用，经

与物业公司沟通，未能取得上述场所的消防备案文件。该场所不属于公众聚集场

所，故无需在投入使用前申请消防安全检查。（2）公司经营场所未停止使用或暂

停对外经营活动，未来公司被消防处罚的可能性较小；郑州分公司经营场所虽未

能取得消防备案文件，但公司不是建设方，故无行政处罚风险。（3）若发生搬迁，

公司的经营将受到严重影响，公司的生产线需要重新搭建，且需要重新进行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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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需要半年时间。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公司将因搬迁

减少营业收入 6,720,361.89 元，同时减少营业成本中的材料成本 4,245,937.77

元，预计经营损失为 2,474,424.12 元。若发生搬迁，公司原土地上的房屋建筑

物无法再使用，需要重置，根据报告期末的数据，公司坐落于该片土地上的房屋

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3,634,663.22元，账面原值为 4,634,224.80元，坐落于该片

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类在建工程金额为 2,972,972.92 元。重置成本应以房屋建筑

物原值计算。因此，公司搬迁后的预计资产重置成本为 7,607,197.72 元。公司

无足够资金重置与公司现有建筑物同等的建筑物，若发生搬迁，公司将通过租赁

厂房的形式继续经营。在登封市租赁同等规模的厂房预计将使公司每年增加经营

性现金流出 46.8 万元。上述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已对该情

况做重大事项提示；（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虽然未办理消防备案，但公司已在制

度、消防设施、人员消防演练等方面采取了措施，应对和防范办公、生产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消防安全问题，公司日常经营场所不存在消防安全风险；（5）公司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5、公司生产涉及危险化学品。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需要并已经取得相关危险化学品的

生产经营、运输、储存、销售等方面的许可，危险化学品的日常经营管理是否需

要并依法办理相关登记备案。（2）公司是否需要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情况。（3）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

风险防控等措施及其有效性。（4）公司报告期以及期后是否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

事故、纠纷、处罚；若发生，请核查其具体情况、公司的整改措施、对公司持续

经营的影响，就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明确意见。（5）请主办券商、申报

会计师核查公司安全生产费计提、使用是否符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

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的规定，并对安全生产费计提的充分性、使用

范围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公司是否需要并已经取得相关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

销售等方面的许可，危险化学品的日常经营管理是否需要并依法办理相关登记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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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过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蒙砂粉和 AG 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

产品为蒙砂粉、AG 玻璃，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中任一情形。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危险化学品共 2828 项，公司的原材

料中氟化氢铵（CAS 号1：1341-49-7）、氟化铵（CAS 号：12125-01-8）为危险

化学品，但公司采购该部分原材料仅供生产使用。 

经核查公司采购明细表，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9 月，公司氟化氢铵

采购量分别为 937 吨、1042 吨、670 吨；氟化铵采购量每年均未超过 50 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1 号），

“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适用本条

例。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三、四、五章分别规定了危

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安全”、“使用安全”、“经营安全”、“运输安

全”，公司属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

并不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和运输业务。同时，根据《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第三章 第二十九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

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和农业部公告（2013 年第 9 号）：“根据《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使用危险

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的除外），应当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现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和农业部确定的纳入使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使用量

的数量标准（2013 年版）》，予以公布。”依据该公告，纳入使用许可的危险

化学品共 75 项，公司所使用的氟化氢铵（CAS 号：1341-49-7）、氟化铵

（CAS 号：12125-01-8）虽为危险化学品，但并未纳入需要取得使用许可的名

单，故无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结论意见： 

                                                             
1 “CAS 号”是指美国化学文摘社对化学品的唯一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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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需取得相关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销售等方面的许

可，无需办理相关登记备案。 

（2）公司是否需要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验收情况。 

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

产许可制度。”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蒙砂粉和 AG 玻璃，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中的类别，也不属于上述条例规定的任一类型，故无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

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订）》第三十一条：“矿山、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必

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收活

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

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

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

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 45 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

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由港口行政管

理部门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六条关于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

企业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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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关于生产、储存危险化

学品的单位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第二十二条关于生产、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条例》“第二

章 生产、储存安全”中有关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需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进行安全条件审查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或使用危险

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属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无需办理安全

设施验收。 

（3）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及其

有效性。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危险化学品储存和出入库管理情况，存储情况具体包

括：危险化学品储存于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根据危险化学品种类、特性在库

房设置相应安全设施，并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维护、保养、保证安全要求；危险

化学品仓库符合国家标准对安全消防的要求，设置明显标志；危险化学品存储

设施与周围环境的距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生产办公室保管人员经培训后上

岗。出入库管理情况具体包括：生产办公室严格进行危险化学品的出入库登记

和安全检查；危险化学品出入库前均应进行验收、登记，验收内容包括数量、

包装、危险标志，核对无误后入库。 

同时公司制定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将

“预防为主”作为安全管理的指导方针，对各生产工序涉及的安全事项编制相

应安全操作规程，保证各生产工序的安全生产，公司实行安全管理责任制，将

安全职责落实至各部门及个人，确保公司的生产安全。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

等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4）公司报告期以及期后是否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

若发生，请核查其具体情况、公司的整改措施、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就其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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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取得了安监局出具的证明、访谈了公司实际控制人。 

分析过程： 

根据当地安监局出具的证明：公司报告期内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未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公司安全生产事项合法合规。经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后至反

馈回复日，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以及期后未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

罚。 

（5）请主办券商、申报会计师核查公司安全生产费计提、使用是否符合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的规定，并对

安全生产费计提的充分性、使用范围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第二

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

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生产、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

制生产与试验(含民用航空及核燃料)的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企业)适

用本办法。”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玻璃蒙砂粉和 AG 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

产品为蒙砂粉、AG 玻璃，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中任一情形。 

公司的部分原材料如氟化氢铵、氟化铵为危险化学品，但公司采购该部分原

材料仅供生产使用，并非对外经营危险品存储业务。 

公司属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并不

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和运输业务。 

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品废物，专门存放于危废暂存间，根据公司签署

的《河南省危险废物处置服务合同书》，上述危废定期送至河南天辰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综上，公司不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的需计提安

全生产费的范围之内。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无需计提安全生产费。 

【律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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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无需取得相关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销售等方面

的许可，无需办理相关登记备案。（2）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蒙砂粉和 AG 玻璃，

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中的类别，也不属于上述条例规定的任

一类型，故无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公司的厂房无需办理安全设施验收。

（3）公司的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得到有效

执行。（4）公司报告期以及期后未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纠纷、处罚。 

【会计师意见】 

公司无需计提安全生产费。 

（以下无正文，为附件清单及签字页） 

  



 29 / 30 

【附件清单】 

附件 1：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关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河南豫科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

意见回复》签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方旺 

 

 

项目小组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曹丽                  方旺                  于洋 

 

 

 

项目内核专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苏晓慧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