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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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提

交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灵珠宝”、“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主办券商”）项目组以及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贵公司提

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

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

及对《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

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关于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

转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中以楷

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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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释义 

本回复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术语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

宝灵珠宝、深圳宝灵、挂

牌公司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宝灵有限、有限公司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 

香港宝灵、子公司 指 香港宝灵珠宝有限公司 

深圳总部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深圳总部 

江苏分公司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负责苏州第一百货店和张家港商业大厦店） 

盐城分公司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 

（负责盐城市万达店和盐城市建军路店） 

盐城市万达店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盐城市万达店、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万达店 

盐城市建军路店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盐城市建军路店、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建军路店 

苏州第一百货店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苏州第一百货店、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第一百货店 

张家港商业大厦店 指 
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张家港商业大厦店、 

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商业大厦店 

龙创投资 指 江阴市龙创投资有限公司、江阴市龙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鼎盛一号 指 深圳百易晟鼎盛一号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前海龙跃 指 深圳前海龙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鼎盛二号 指 深圳百易晟鼎盛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盈科律所 指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中兴财光华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LP 指 有限合伙人 

GP 指 普通合伙人 

深圳市监局 指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

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 

管理层 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统称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的统称。 

《公司章程》 指 
最近一次由股东大会通过的《深圳市宝灵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指 
由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的《深圳市宝灵珠宝有限公司章

程》 

推荐主办券商、 

中原证券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挂牌 指 
公司股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挂牌 

公开转让 指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专业术语 

足金 指 对于黄金制品含金量的成色问题，国家标准有很明确的 



 
 

规定含金量不少于 99%叫做足金 

铂金 指 

铂金(Platinum，简称Pt)，是一种天然纯白的白色贵金 

属，被誉为贵金属之王。根据国家贵金属命名标准，只 

有铂金才能被称为白金 

K 金 指 黄金与其他金属熔合而成的合金 

 

 

 

 

 

 

 

 

 

 

 

 

 

 

 

 

 

 

 

 

 

 

 

 

 

 

 

 



 
 

1、关于主要客户披露。公司第一次反馈回复披露 2016 年公司主要客

户包含江苏分公司和盐城分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实现终端销售的具

体门店、销售额及占比情况。请主办券商针对主要客户披露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补充披露实现终端销售的具体门店、销售额及占比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与业务相关的其他情

况”之“二、销售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曾有 2 家直营店，2 家联营店，其中江苏分公司负责的苏

州第一百货店（联营店）和张家港商业大厦店（联营店）以及盐城分公司负责

的盐城市建军路店（直营店）和盐城市万达店（直营店），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终

端销售的具体门店、销售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报告期 门店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16 年度 
苏州第一百货店 35,255.11 0.34% 

盐城市建军路店 97,493.06 0.95% 

 2017 年度 

苏州第一百货店 433,791.99 0.29% 

盐城市建军路店 497,333.79 0.34% 

盐城市万达店 183,005.83 0.12% 

张家港商业大厦店 82,181.20 0.06%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批发模式，直营店和联营店模式主要为探索市场消

费者喜好，快速及时准确的了解市场信息从而为公司产品设计以及未来的发展

战略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直营店和联营店模式的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

例极低。报告期后盐城市建军路店和张家港商业大厦店因为业务调整已关闭，

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式主要为基于加盟商的批发模式，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

署日，公司已有 11 家加盟商。 



 
 

” 

请主办券商针对主要客户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程序 

主办券商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销售业务流程、合同签订流程、向客

户开票流程、了解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对主要客户销售合同进行抽查，核查发

货、开票、收款等主要合同条款的约定；查阅销售台账、对主要客户发货记录、

发票、及签收单据进行抽查；实地走访主要客户，实地考察其经营场所，对客户

进行访谈；查阅审计报告等。 

（2）事实依据 

公司管理层访谈记录、销售合同、销售台账、发货签收单、客户访谈记录、

审计报告等。   

（3）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营业执照，访问公司管理层，了解到公司的主营业务

为黄金饰品、钻石饰品、K 金饰品、铂金饰品等珠宝类饰品的批发和零售。公司

通过采购珠宝首饰成品，运用批发及零售等方式对外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产品

销售主要以批发模式为主，即公司将产品以批发的方式销售给拥有实体门店的自

营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端主要为拥有实体门店的机构客户、公司自有品牌的直

营店以及商场联营店。 

2016 年为公司运营初期，公司管理层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公司基础设施和门

店的建设以及客户的开拓，客户和营业收入较少，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金晓东控

制的靖江市金鑫珠宝店和公司门店的零售收入，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10,252,507.04

元，其中销售给靖江市金鑫珠宝店的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0,119,758.87 元，公司

江苏分公司负责的苏州第一百货店实现零售收入 35,255.11 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比例为 0.34%，盐城分公司负责的盐城市建军路店实现零售收入 97,493.06 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95%。因分公司负责下的门店终端消费者为个人，单个个

人消费者消费金额较小，为更好的展示公司门店的销售情况从而更好的反映公司

的经营状况，公司在披露 2016 年前五大客户时以分公司为对象将分公司 2016

年度面向终端个人销售者全年实现的销售总和列为披露内容，截至本反馈回复日，

主办券商获取公司 2016 年度全年零售销售记录，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按照面

向个人消费者销售金额高低重新披露 2016 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此外，主办券商查询公司 ERP 系统里的销售记录、公司的销售台账等记账

凭证、客户的付款记录并查阅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了解公司的销售情况；从明

细账核查至发货的发票、出货单、运输记录以及客户打款的对应单据，核查收入

确认的真实性；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截止性测试，核查对客户销售收入的确认时

点无误，从发货单、销售发票、发货清单等核查至收入明细账，检查收入确认的

完整性。 

经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的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经营者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销售总额比例 

徐凯 

泰兴市凯尚世家珠宝行 12,238,791.87 

27.04% 泰兴市凯尚珠宝店 18,180,481.22 

泰兴市凯之尚珠宝 9,520,312.90 

王淑华 

江阴市澄南华晔尚品首饰店 16,563,316.04 

26.47%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艺华尚品珠宝店 13,753,370.19 

兴化市艺华珠宝店 8,775,329.12 

许凯峰 
靖江市玉峰珠宝店 17,183,403.24 

15.88% 
靖江市金峰珠宝店 6,272,495.73 

孙家松 
如皋市家缘珠宝店 10,792,458.97 

14.51% 
海门市家缘饰界珠宝店 10,641,775.03 

顾静亚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眷珠宝店 6,040,393.38 4.09% 

合计 129,962,127.69 87.99% 

 2016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业主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销售总额比例 

金晓东 靖江市金鑫珠宝店 10,119,758.87 98.71% 

- 零售客户 1 22,126.50 0.22% 

- 零售客户 2 8,451.28 0.08% 

- 零售客户 3 7,264.96 0.07% 

- 零售客户 4 6,709.40 0.07% 

合计 10,164,311.01 99.15% 

其中 2016年第一大客户金晓东控制的靖江市金鑫珠宝店 2017年 1 月转让给

许凯峰，更名为靖江市玉峰珠宝店，门店经营场地未发生变化。 

主办券商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上述主要客户的工商资料，查

看客户的股东及出资信息、主要人员、经营状态等信息，核查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主办券商对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与客户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访谈内容

包括双方的业务合作情况、合同签订情况、定价方式、采购政策、货款支付情况、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问题。 

  （4）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针对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披露是真实的、准确

的和完整的。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与业务相关的其他情

况”之“二、销售情况”之“（2）2016 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中修改披露

如下： 

“ 

业主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销售总额比例 

金晓东 靖江市金鑫珠宝店 10,119,758.87 98.71% 

- 零售客户 1 22,126.50 0.22% 

- 零售客户 2 8,451.28 0.08% 

- 零售客户 3 7,264.96 0.07% 



 
 

- 零售客户 4 6,709.40 0.07% 

合计 10,164,311.01 99.15% 

其中 2016 年第一大客户金晓东控制的靖江市金鑫珠宝店 2017 年 1 月转让

给许凯峰，更名为靖江市玉峰珠宝店，门店经营场地未发生变化。 

” 

2、关于存货采购流程。请公司结合下单生产、提货质检、合同签订

及价格约定模式与时点，商品入库和入账处理流程和依据补充分析披

露各类产品采购流程和对应时间节点。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针对报告

期公司采购活动和存货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

查意见。 

请公司结合下单生产、提货质检、合同签订及价格约定模式与时点，商品入

库和入账处理流程和依据补充分析披露各类产品采购流程和对应时间节点。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五、商业模式”之“（一） 

采购模式”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的采购主要分为两大类：足金饰品采购及镶嵌类饰品采购。 

关于足金饰品，下单生产方面为公司采购负责人至供应商处上门选款，供

应商款式备货齐全，基本可以当天选款验货提货，无下单生产的等待期。 

提货质检方面，公司采购负责人现场对饰品验货后，入库时，仓库管理员

会再次对足金饰品进行称重验货，并观察产品标签规格，与供应商的出库单核

对无误后再签收入库。 

合同签订及价格约定模式与时点方面，因金价市场行情随时波动，按照行

业惯例，公司采购足金饰品的金费按照出货当日的国际金价结算，工费按照供

应商统一的工费标准结算，在选款提货当天，供应商会出具出库单，并列明各



 
 

件饰品的工费及当日结算金价，总经理授权采购负责人可按供应商统一报价系

统下单，该出库单经采购负责人验货签字确认后，作为日后结算依据。由于金

价行情波动且供应商处采购合同签章订立需要流程，故采购合同无法在提货当

天订立，正式订立的采购合同基于提货当天签字确认的出库单订立。 

商品入库和入账处理流程和依据方面，仓库对足金饰品进行称重验货，并

观察产品标签规格，与供应商的出库单核对无误后再签收入库。仓库入库后开

具入库单，一联提交至财务部门，财务根据供应商出库单及仓库入库单对存货

进行暂估入库处理。由于供应商的货款账期为提货后 3-7 天，超过账期会收取一

定的利息费用，故经总经理审批后，公司会先行支付货款，财务记入预付账款，

待货物入库后冲回预付，待收到供应商发票后对应调整存货暂估入库分录。 

关于镶嵌类饰品，下单生产方面为公司采购负责人至镶嵌加工商处上门选

款，并草拟加工合同，经总经理审批后，完成下单。加工商根据所选款式，出

具所选款式需要的钻石规格清单（需石单）。采购负责人依据经总经理审批的需

石单至钻石供应商处询价，对于供应商的报价，参考国际钻石报价（GIA：

www.gia.edu），对比供应商提供的钻石的尺寸、成色、纯度等，总经理进行审批

后完成钻石下单。钻石供应商依据需石单完成备货后，出具供石单并附带 GIA

证书，送货至公司指定的加工商处。从钻石供应商备货至镶嵌完毕周期一般为

20-40 天。 

提货质检方面，加工商在钻石供应商送货时，对来货的证书及清单等进行

检查，待加工完毕后，将镶嵌成品送至国检检验部门检验，并出具国检证书后

通知采购负责人上门验货提货。采购负责人现场对镶嵌饰品外观进行检查，并

核对国检证书、GIA 证书、货物清单等进行核对，验货无误后，签收提货。入

库时，仓库管理员会再次对货物的相关证书及货品清单进行核对，无误后签收

入库。 

合同签订及价格约定模式与时点方面，镶嵌加工因金价市场行情随时波动，

按照行业惯例，公司镶嵌饰品加工的金费按照出货当日的国际金价结算，工费

按照加工商统一的工费标准结算，并签订加工合同，列明结算方式。加工商费

用采用月结，至结算期后，加工商会出具结算单，列明各件饰品的工费及提货



 
 

当日结算金价，据此开票结算；钻石采购由采购负责人按照经总经理审批的需

石单至供应商处下单，采购价格参考国际钻石报价（GIA：www.gia.edu），对比

供应商提供的钻石的尺寸、成色、纯度等参数，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最终采购

价格。由于钻石可能会随着镶嵌加工情况发生需求变化，无法确定最终完全准

确的清单，且尚未经过国检部门检验，公司对产品质量不予认可。所以钻石采

购合同的订立在镶嵌加工完成并经国检部门检验后，采购负责人验收提货后，

按照供应商的实际供货明细与钻石供应商签订正式的采购合同，并在供货至加

工商处 60 天后（产品质量经国检检验无误情况下）进行结算。 

商品入库和入账处理流程和依据方面，仓库对钻石镶嵌饰品的国检证书信

息与货品清单、GIA 证书进行核对，钻石信息、金料重量、货品明细核对无误

后签收入库。仓库入库后开具入库单，一联提交至财务部门。因为钻石待加工

完毕后经国检检验后才能验货确认，所以未完成加工入库的钻石不符合公司存

货确认的条件。待镶嵌饰品加工完毕入库后，财务根据加工商的加工清单、钻

石供应商的供石单报价及入库单对镶嵌饰品按件进行暂估入库处理，待供应商

来票结算后对应调整存货暂估入库分录。”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针对报告期公司采购活动和存货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尽调程序 

1）主办券商与公司管理层及采购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了解公司采

购流程及相关内控设计； 

2）主办券商对了解下来的公司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内部控制进行控制测试；

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并询问公司对其的采购情况； 

3）主办券商对报告期期末存货实施全面监盘程序； 

4）结合公司 ERP 系统内的入库信息、存货入库确认相关凭证及附件，核查

公司采购合同中单价与数量以及相关供应商发票，检查入账的准确性； 



 
 

5）结合 ERP 系统、入库单与公司的存货数量金额明细账进行比较分析； 

6）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核查供应商信息及资质。 

（2）事实依据 

公司管理层、销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访谈记录；主要客户的访谈记录；主

要供应商的访谈记录；ERP 系统货品的采购入库记录；公司采购台账；大额采购

合同、入库验收记录、发票、付款凭证；公司开户银行提供的银行账户对账单流

水；公司提供的财务总账、明细账；存货盘点表及监盘记录；全国企业信息公示

系统信息。 

（3）分析过程 

1）主办券商对采购与付款循环实施了控制测试，在了解公司采购与付款流

程的基础上，对采购合同的审批、验收、入库、负债记录和付款审核几个重要控

制点进行了控制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公司采购与付款控制制度设计有效并且得到

有效执行； 

    2）主办券商通过抽查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采购发票、入库单并

与财务入账记录相互核对，同时通过抽查公司对供应商的大额付款银行原始单据，

并与银行对账单、货币资金明细账及应付账款明细账进行核对，以确认采购的真

实性； 

3）主办券商结合公司 ERP 系统内的入库信息、存货入库确认相关凭证及附

件，核查公司采购合同中单价与数量以及相关供应商发票，核查采购入库数量、

单价的准确性，未发现异常； 

4）主办券商结合存货监盘程序，核查是否有货已到未记录负债的情况，经

核查，公司盘点存在小额差异，主要原因为部分已入库的饰品未及时入账，在核

实盘点差异后，盘点人和监盘人在盘点表上签字确认，汇总后报总经理审批，对

盘点差异进行账务处理，将已入库但未及时入账的存货根据入库单及相应的发票

进行入账，确保账实相符。根据盘点结果和报告期末至盘点日的出入库记录进行

追溯调整，与调整盘点差异后的账面数量无差异； 

5）主办券商对主要供应商通过检查采购合同、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等，通过核查，供应商均系依法成立、合法经营的企业，公司的采购真实、

采购来源合法合规。 

（4） 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公司采购业务真实，采购账面记载和存货入账

真实、准确、完整。 

3、关于劳务派遣用工情况。根据 2014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劳务派遣

暂行规定》，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

的 10%。根据申报材料，公司劳务派遣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57.89%，

且不排除被行政处罚的风险。请公司明确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的措施。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以上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发表明确

意见。 

关于劳务派遣用工情况。根据 2014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根据申报材料，

公司劳务派遣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57.89%，且不排除被行政处罚的风险。请

公司明确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的措施。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因公司的门店开业时间尚短，销售渠道不够稳定，门店销售营业

员流动性较大，可替代性强，公司采用了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劳务派遣人员占到公司员工总数的 57.89%，公司劳务派遣的用工比例超过

了规定的标准。 

针对报告期内劳务派遣违反规定的情形，公司积极调整了用工模式，截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共有员工 22 人，均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目前

已经完成整改，不存在劳务派遣的情况。 



 
 

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

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

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

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

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的通知，且公

司已经完成整改，公司实际控制人针对劳务派遣情况承诺如公司因劳务派遣用工

引发纠纷导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或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处罚，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

赔偿责任。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以上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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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

因违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

形的行政处罚。 

（1）行政处罚是指经济管理部门对涉及公司经营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

的行政处罚。 

（2）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是指，凡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以上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情形，但处罚机关依法认

定不属于的除外；被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罚款的行为，除主办券商和律师能

依法合理说明或处罚机关认定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外，都视为重大

违法违规情形。 

（3）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银行流水及营业外支出相关凭证，查询了政府公开信息，

并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另根据 2018 年 3 月 6 日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开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司不存在上述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或以

上行政处罚，不存在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罚款的行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最

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公司经营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

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

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

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

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劳务派遣比例超过 10%违反《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情形，

存在被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的可能，但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的通知。且报告期后公司已经自行完成了整改，整改后符

合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受到 “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处罚的可能。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针对劳务派遣情况承诺如

公司因劳务派遣用工引发纠纷导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或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处罚，

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上述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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