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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重大合同的 

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就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人）与纳川股份、

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以下简称“纳川股份联合体”）与大理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签

署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澜沧江上游剑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书》之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等问题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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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

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已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以

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和疏漏之

处；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提供予本所之文

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

权；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

准确、完整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

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就公司本次签署《项目合同书》所涉事项的合法性、 真

实性、和有效性等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纳川股份作为签署《项目合同书》的必要公告文件之目的

使用，未经本所或本所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并于本

法律意见书的签署日期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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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及签署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 

（一）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澜沧江上游剑湖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项目合同

书》”）及其他相关文件，与纳川股份联合体签订该合同的合作方为大理剑川剑湖

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机构编制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18日出具的编号为州编委（2016）17号《大理白族自治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关

于设立大理州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意设立大

理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为大理州林业局下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 

本所律师认为，大理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作为依法设立和存

续的事业单位，其上述基本情况真实、有效，作为签署《项目合同书》的主体是

真实存在的。 

（二）交易对方签署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 

根据剑川县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剑川县人民

政府授权大理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

澜沧江上游剑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的项目实施机构，负责签

署 PPP项目合同等具体工作。 

本所律师认为，大理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具备签署《项目合

同书》 的合法主体资格。 

二、纳川股份联合体其他方的主体资格 

（一）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 

根据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电建成立于 199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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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法定代表人为冯峻林，注册资本为 145,600万人民币，住所地为云南

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5号办公楼，经营范围为承担国内和国外水电水利、风电、

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燃气发电、规

划研究、咨询、评估与工程勘测、设计、科研试验、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监

理；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发

电、燃气发电项目的投资与经营；上述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及零配件的进出口，

对外派遣本行业劳务人员并按国家规定在国境外举办企业；建筑（含人防）、市

政、电子通信、公路、桥涵、输变电工程的规划、勘测、设计、接入系统设计、

地质灾害评价、科研试验、监理、概预算、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水资源论证、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安全评价、招标文件编制及工程总承包、城市规划、装潢、

基础处理、机电产品（含国产汽车，不含小轿车）、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计算

机及配件、出版印刷物、餐饮、停车场、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物业服

务、纸制品、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含管理商品）销售。 

本所律师认为，中国电建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其上述基本情

况真实、有效，作为纳川股份联合体主体之一的资格合法、合规。 

（二）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建”） 

根据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电建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为万民浩，注册资本为 300,000万人民币，住所地为深圳

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六路 1003 号金融港 C 座，经营范围为环境治理技术、河

道整治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整治技术、园林绿化技术开发；环境工程、市

政道路工程、水务工程、照明工程、建筑工程、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运营；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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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中电建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其上述基本情况

真实、有效，作为纳川股份联合体主体之一的资格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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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设”） 

根据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重庆建设成立于 1985 年 4

月 11日，法定代表人为曹兴松，注册资本为 62,000万人民币，住所地为重庆市

渝中区四新路 40号，经营范围为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设计甲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承包与其实力、

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执业）。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建筑工程技术咨询,，设备租赁，销售钢材、五金、 交电、建筑材料

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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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重庆建设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其上述基本情

况真实、有效，作为纳川股份联合体主体之一的资格合法、合规。 

三、合同签署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一）合同签署的真实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项目合同书》已由各方授权代表正式签署。 

（二） 合同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 

1、合同主体 

中国电建（牵头人）与纳川股份、中电建、重庆建设组成的联合体（作为“乙

方”）和大理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作为“甲方”）签署了《项目

合同书》。经核查，《项目合同书》的各方均具有签署本合同的主体资格。 

   2、合同的主要内容 

《项目合同书》主要约定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澜沧江上游剑湖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合作事宜，投资估算为 153,750.50 万元。纳川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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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将与剑川县人民政府授权出资代表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负责

本项目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管养和移交工作，并承继《项目合同书》

项下属于“乙方”的权利义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项目合同书》对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构成及优先次序、

合同主体资格、双方的权利义务、合作关系、合作期限、排他性约定、合作履约

担保、投资计划和融资方案、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建设、政府移交存量资产、运

营和服务、社会资本移交项目、收入和回报、不可抗力和法律变更、合同解除、

违约处理及争议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合法、真实、有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合同书》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已由各方

授权代表签署。该合同经各方盖章后，并经剑川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纳川股份

联合体提供有效的履约担保、纳川股份联合体提供相关金融机构出具的满足合同

项目设计、建设、运营所需的融资安排及其他必要的先决条件后生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合作对方大理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澜沧江上游剑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PPP）

项目的项目实施机构，具备签署《项目合同书》 的合法主体资格；中国电建（牵

头人）、中电建和重庆建设作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具备作为纳川

股份联合体主体之一的法律资格；《项目合同书》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已由

各方授权代表签署。该合同经各方盖章后，并经剑川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纳川

股份联合体提供有效的履约担保、纳川股份联合体提供相关金融机构出具的满足

合同项目设计、建设、运营所需的融资安排及其他必要的先决条件后生效。  

 

特此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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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重大合同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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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2017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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