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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福鞍股份的委托，担任福鞍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若干问

题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福鞍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出

具相关法律意见。 

为福鞍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目的，本所已出具了《辽宁

申盟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法律意见书》（辽申法意字 0701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辽

宁申盟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辽申法意字 0701-1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辽宁申盟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辽申法意字 0701-2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辽宁申盟律师事务所关于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辽申法意字 0701-3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辽宁申盟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辽申法意字 0701-4 号）（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145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的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福鞍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所必备的材料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福鞍股份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

释义的含义相同。 

综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重组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问题 3：申请文件显示，1）设计院 2017 年和 2018 年营业收入分

别为 20,995.19 万元和 33,703.58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164.44

万元和 8,107.14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同比上升 84.92%和 60.53%，净利润分别同

比上升 231.00%和 94.68%。2）原 2018 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5.26%。3）2018

年，标的资产工程总承包销售收入占比 59.41%，同比增长 13.22%。4）截至 2018

年末，设计院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未执行合同/中标通知书合计 8,219.89 万元。

请你公司：4）补充披露截至 2018 年末标的资产相关合同尚未开始执行的原因

及合理性，未执行合同是否存在无法履行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

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截至 2018 年末标的资产（冶金设计院）相关合同尚未开始执行的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万元 

客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2019 年履约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

钢铁分公司 

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转

炉三次除尘改造工程 
3,771.72 正在履行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总厂 C11-C17 运焦转

运站除尘大修项目 
2,147.67 正在履行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烧原

料系统 K5K6 转运站新建

除尘项目 

236.46 

正在履行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烧原

料系统 K5K6 转运站新建

除尘项目工程设备买卖合

同 

499.09 

鞍山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耐火材料公司石灰一作业

区气烧竖窑成品仓、缓冲仓

除尘改造项目 

205.00 正在履行 

鞍山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耐火公司不烧砖生产线扩

能改造工程 --混炼机配料

小车电控系统、树脂加入系

统及电控系统总承包 

129.20 正在履行 

鞍山和四利科技有限公司 
180平方米烧结机机头烟气

脱硫系统 
970.00 正在履行 

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鞍钢能源管控中心北区作

业区 2#炉 220t/h 燃煤锅炉

脱硝及配套工程运营管理 

260.75 正在履行 

合计 - 8,219.89 — 



上述项目主要在 2018 年底或 2019 年初取得中标通知书或签订合同，并于

2019 年开始执行，履约情况正常，不存在无法履行的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18 年末冶金设计院相关尚未执行合同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均已开始执行且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无法履行的风险。 

二、反馈问题 5：申请文件显示，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设计院前五大客

户（集团口径）总销售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95.22%和 81.80%。请

你公司：4）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目前主要在手合同订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客户名称、起止期间、产品、数量和定价依据等，并结合相关订单协议主营内

容，订单法律效力、违约责任追究机制，以及保障标的资产连续经营的主要措

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冶金设计院提供的目前主要在手合同订单，基本信息具体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约定完工日

期/项目工期

/运营期限 

主要内容 定价依据 
订单 

效力 

北京亿玮坤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

司高炉冲渣水及冲渣蒸汽余热

利用工程 

6,683.21 
项目总工期

80 天 

1#至 4#高炉冲渣水换热站与蒸汽换

热站基础建设及除客户供货设备外

的小型设备采购、安装；外网管线建

设等 

竞 争 性 谈

判 
有效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烧整粒及

成品电除尘改造项目总承包工

程 

3,680.94 2019-5 

EPC 总承包工程，其中包括设计、设

备采购、施工、道路、地基处理、地

上和地下设施保护，拆除、动迁还建、

共架、冬季施工、能源介质接点及废

物排放等 

招标定价 有效 

鸡西市阳光热力有限

公司 

鸡西盛鑫热电有限公司 1 台

6MW 背压机组 2 台 75t/h 循环

流化床锅炉 

3,066.00 2019-10 

2 台 75t/h-5.29 锅炉及其发电机组范

围内所有配套装置设备、管道、保温、

防腐、配电、DCS 电仪控制、整套装

置给排水、通风等装置包工包料建

设、安装和调试等全部工程内容。(不

含消防系统、汽轮发电机本体、建筑

工程) 

竞 争 性 谈

判 
有效 

迈格钠磁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迈格纳磁应用技术产业化基地

项目建设工程 
2,945.96 2019-7 

一期厂房、办公楼及相关道路、绿化

建设，建筑面积:14093.78 ㎡ 

竞 争 性 谈

判 
有效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炼铁总厂西烧燃料除尘系

统大修改造项目 
1,577.41 2019-6 燃料除尘系统大修改造 招标定价 有效 

辽宁仓润置业有限公 健身东路南、原三冶医院地块 339.20 2019-5 绿化工程的设计、建安总承包工程， 竞 争 性 谈 有效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约定完工日

期/项目工期

/运营期限 

主要内容 定价依据 
订单 

效力 

司 （茂林府）项目绿化工程 设计理念为中式“雅仕主题园林”设

计理念，把中国唐、宋鼎盛时期的雅、

贤、儒风和西方贵族经典相结合 

判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

鱼圈钢铁分公司 

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转炉三

次除尘改造工程 
3,771.72 2019-5 

3 座 260 吨转炉，新建转护除尘系统。

每座转炉对应一套除尘系统，1#、2#

转炉在炉前上方及氧枪上方设置除

尘罩，3#转炉在炉前上方、氧枪上方

及钢水热回收工位设置除尘罩，三座

转炉共计三套除尘系统 7 个除尘点。 

招标定价 有效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总厂 C11-C17 运焦转运站

除尘大修项目 
2,147.67 2019-5 

炼铁总厂 C11-C17 运焦转运站除尘

设备大修 
招标定价 有效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烧原料系

统 K5K6 转运站新建除尘项目 
236.46 2019-6 

总承包工程，含设计、制造、安装、

调试。在两个转运站中间位置新建 1

台除尘器负责 K5 转、k6 转两个转运

站除尘。包括:新建一套除尘器及风机

系统，新建内部及外部除尘管道，吸

尘点的密闭罩,新建除尘电气室，配套

的土建设施和配电设施，配套的压缩

空气气喷吹系统和净环冷却水系统，

侵占绿地、路面等措施费，走台、梯

子、安全设施、出入口测试平台及测

招标定价 有效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约定完工日

期/项目工期

/运营期限 

主要内容 定价依据 
订单 

效力 

试孔等附属设施，原有两个转运站顶

部除尘器拆除。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买卖合同 499.09 2019-5 
新烧原料系统 K5K6 转运站新建除尘

项目总承包设备 
招标定价 有效 

鞍山和四利科技有限

公司 

180 平方米烧结机机头烟气脱

硫系统 
970.00 2019-8 

1 套 126 万立方米/小时的 180 ㎡烧结

机机头烟气脱硫系统采购、安装 

竞 争 性 谈

判 
有效 

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鞍钢炼焦总厂

1#2#3#4#5#6#8##10 及西区焦

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运营 

根据月实际完

成情况结算 

2018-7 至

2019-6 

负责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焦总厂焦

炉烟气脱硫脱硝项目正常运营、排放

达标等方面工作 

招标定价 有效 

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鞍钢能源管控中心北区作业区

2#炉 220t/h 燃煤锅炉脱硝及配

套工程运营管理 

根据月实际完

成情况结算 

2019-1 至

2019-12 

1、脱硝设备:整套脱硝系统主要包括

制浆系统、尿素溶液输送系统、脱硝

装置用电设备供配电、仪表及控制系

统、水气等脱硝系统所需能源质接口

界面以内。 

2、新增灰渣抓斗系统。 

招标定价 有效 

注：1、合同金额为含税金额。 

2、上述工程总承包合同工期为合同约定时间，实际具体施工进度按照客户及业主方的工程进度具体约定。 

 



标的资产 EPC 工程项目具体施工时间听从客户及业主方安排，合同履约按

照客户及业主方的工程进度具体约定，合同以全部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终止。 

冶金设计院与北京亿玮坤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

有限公司高炉冲渣水及冲渣蒸汽余热利用工程项目未按照合同约定工期完工。根

据北京亿玮坤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该项目由于业主不具备完全施工条

件，使工程无法正常开工，导致最终无法正常交工。 

2、违约责任及保障持续经营的措施 

上述相关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追究机制，以及保障冶金设计院连续经营的主

要措施主要为：冶金设计院有权在约定期限内获得合同约定的相关资料，客户保

证该资料真实有效；冶金设计院有权要求客户提供工作的必备场所，客户有义务

协助冶金冶金设计院协调处理相关关系，冶金设计院有权要求客户按合同约定足

额支付相关费用，冶金设计院有权按照合同约定采取诉讼或仲裁等司法方式获取

相关费用。 

本所律师认为：目前冶金设计院在手订单较为充足，保障标的资产连续经

营的主要措施充分。 

三、反馈问题 6：申请文件显示，设计院属于技术型轻资产公司，核心管理

人员与技术人员是其维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

资产核心技术人员教育背景、从业经历、技术专长、行业地位等。2）标的资产

对上述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存在技术依赖，如有，是否已设置任职期限和竞业禁

止安排，是否已设置对核心技术人员的激励或保障安排，相关安排的主要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激励或保障的形式、提供方、存在周期、违约追偿机制。3）如无

相关安排，现有人才留任机制是否足以保证交易完成后设计院核心技术人才队

伍稳定，及其对标的资产估值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冶金设计院提供的材料，其核心技术人员如下相关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名称 学历 
主要资质/荣

誉成果 
主要工作经历 主要职责或技术优势 

吴庆晖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曾任鞍钢第二发电

厂生产部调度室任

调度长、鞍钢第二

发电厂生产部部长

助理、鞍钢第二发

电厂生产部副部

长、鞍钢第二发电

厂运行作业区作业

长、鞍钢第二发电

厂厂长助理 

主管冶金设计院整体

经营，主持冶金设计院

的科技研发、市场开

发、生产运营、职工队

伍建设、安全生产等全

面工作。在节能环保及

热能运行管理领域，具

有丰富的行业工作经

验，能够准确把握烟气

治理行业动向以及产

品设计方向。 

宋冀鹏 副总经理 本科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曾就职于中冶北方

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2018 年 1 月至

今，任冶金设计院

副总经理。 

主要从事热力专业的

技术工作和拟定技术

方案。其负责的锅炉、

汽轮机、主蒸汽、主给

水、除氧、架空管网、

直埋热网、换热站等多

个工程设计获得全国

冶金行业优秀工程设

计奖。 

唐大凡 副总经理 本科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曾就职于中冶北方

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2017 年 1 月至

今，任冶金设计院

副总经理。 

主要负责工程地勘报

告资料的审核及结构

设计和地基基础方案

的制定。 

刘玉福 副总经理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中冶北方

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2013 年 2 月至

今，担任冶金设计

院副总经理。 

主要负责制定冶金设

计院科技研发技术方

案，组织并带领设计团

队研究专业技术。积累

了丰富的热电厂、石化

燃料发电、余热发电、

生物质发电及城市集

中供热的设计及管理

经验。 

姜涛 副总经理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鞍钢重型 主要负责组织项目策



姓名 职位名称 学历 
主要资质/荣

誉成果 
主要工作经历 主要职责或技术优势 

机械设计院。2015

年 5 月至今，担任

冶金设计院副总经

理。 

划，制定项目实施方

案、施工组织设计和进

度计划。在电气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2、根据冶金设计院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冶金设计院对上述核心人员的技术

不存在依赖。 

3、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相关核心人员均与冶金设计院签署了《保密及竞

业限制协议书》，承诺保守冶金设计院商业秘密及自愿在约定其内承担竞业限制

责任。 

根据冶金设计院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冶金设计院与其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

了《劳动合同》、《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书》，核心技术人员任职期限均覆盖了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而且约定了核心技术人员必须严守商业秘密；并且禁止

核心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或离职后 36 个月内未经冶金设计院事先书面同意从事

任何生产、经营与冶金设计院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业务。该措施将能够有效

防范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技术的流失。 

冶金设计院为核心技术人员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及相关福利待遇；并根

据冶金设计院发展情况不断优化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冶金设计院将推进有效的绩

效管理体系、提供多样化职业培训、持续健全人才培养制度。 

经与冶金设计院高级管理人员访谈，若本次交易完成后，冶金设计院计划将

与福鞍股份沟通，适时择机推出适合冶金设计院行业特点的相关激励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冶金设计院将纳入福鞍股份整体管理体系。福鞍股份充分

认冶金设计院现有经营团队，冶金设计院在符合福鞍股份董事会确立的整体经营

目标情况下，福鞍股份不干预标的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保持冶金设计院经营团队

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 



本所律师认为：冶金设计院对主要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技术依赖。冶金设

计院已经制定了保留核心技术人员的系列措施，措施切实有效，能够保证冶金

设计院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且若本次交易完成后，福鞍股份亦最大限度地

保证冶金设计院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和经营策略的持续性，通过多元化的措

施安排，保证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 

四、反馈问题 8：申请文件显示，标的资产的主要经营模式为 EPC 模式。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EPC 业务基本情况，相关客户与申请人，申

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本次交易对手方等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3）补充披露标

的资产前五大 EPC 项目具体合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金额、合同期限、

合同主要条款、违约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合同的具体执行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EPC 业务基本情况，相关客户与申请人，申请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

次交易对手方等主体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报告期内，冶金设计院主营业务收入包括工程承包项目收入、运营服务收入

和设计咨询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EPC 工程 20,022.27 59.41 9,697.46 46.19 

运营 12,087.30 35.86 10,913.19 51.98 

设计咨询 1,594.01 4.73 384.53 1.83 

合计 33,703.58 100.00 20,995.19 100.00 

2017 年、2018 年 EPC 工程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6.19%、59.41%。 



根据冶金设计院、福鞍控股、福鞍股份、吕世平及福鞍股份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与中科环境出具的相关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主体与相关

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冶金设计院 EPC 业务的客户与福鞍股份，福鞍股份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福鞍股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

交易对手方等主体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3）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前五大 EPC 项目具体合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

同金额、合同期限、合同主要条款、违约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合同的具体执行情

况。 

根据冶金设计院提供的相关 EPC 项目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冶金设计

院前五大 EPC 项目合同具体如下：



1、2018 年度冶金设计院前五大 EPC 项目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执行期限 主要内容 
截至 2018年末履

约进度（%） 

北京亿玮坤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

有限公司高炉冲渣水及

冲渣蒸汽余热利用工程 

6,683.21 
项目总工期 80

天 

河北纵横集团高炉冲渣及冲渣蒸汽余热利用工

程，除甲方供货设备外其余所有设备供货及建安

均为乙方工程范围。 

46.0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烧

整粒及成品电除尘改造

项目总承包工程 

3,680.94 

按照发包人要求

（2018-11-26 开

工 2019-5-30 竣

工） 

本工程系 EPC 总承包工程，其中包括设计、设

备采购、施工、道路、地基处理、地上和地下设

施保护，拆除、动迁还建、共架、冬季施工、能

源介质接点及废物排放等。 

25.00 

鸡西市阳光热力有限

公司 

鸡西盛鑫热电有限公司

1 台 6MW 背压机组 2 台

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 

3,066.00 
2019-10-15 前完

工 

工程内容:二台 75t/h-5.29MPa+一台

B6-4.9MPa-0.49MPa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项目

设计、除锅炉和汽机之外设备采购、安装、调试。 

73.00 

迈格钠磁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迈格纳磁应用技术产业

化基地项目建设工程 
2,945.96 2019-7-31 竣工 

迈格钠一期厂房、办公楼总承包，承包建筑面

积:14093.78 ㎡，承包人负责本工程的全部设计

及施工直至工程竣工。 

35.0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十高

炉矿槽上料系统除尘总

包工程 

2,177.50 2018-12-31 竣工 

该项目为总承包工程，将现有 4 套除尘系统合并

成 1 套大型除尘系统，利用 10 高炉矿焦槽大布

袋反吹除尘器进行改造。输灰系统更新、风机电

机，及配套的土建、电气、自动化等设施。 

100.00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执行期限 主要内容 
截至 2018年末履

约进度（%） 

合计 — 18,553.60 — — — 

2、2017 年度冶金设计院前五大 EPC 项目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执行期限 主要内容 
截至 2017 年末

履约进度（%） 

鞍山市供热有限责任

公司、中冶京诚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2017 热源厂扩建供热工

程-解放东路热源厂

1×168MW 燃煤锅炉改造

项目、前峪热源厂

2×168MW 燃煤锅炉改造

项目 

2,189.00 2017-12-20 竣工 

1、解放东路热源厂：布袋除尘器（风量：

43000m³/h，过滤面积：8000 ㎡）1 套，脱硝系

统设备 1 套 

2、前峪热源厂：布袋除尘器（风量：43000m³/h，

过滤面积：8000 ㎡）2 套，脱硝系统设备 1 套 

100.00 

北京亿玮坤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鞍钢 2#3#高炉冲渣水余

热利用项目 
1,400.00 工期 60 天 

承揽技术附件和合同内除发包方已施工的 2 座

换热站土建工程以外的所有土建、安装工程以

及工程相关手续办理，包括外网管线的材料采

购、土建、安装，换热站内的设备、管道采购、

安装，电气仪表安装等 

100.00 

哈尔滨市华能集中供

热有限公司 

环保更新改造项目-老系

统锅炉 SNCR 脱硝系统

采购 

1,067.21 2017年 10月末前 
更新改造项目老系统除尘、脱硫、脱硝改造工

程老系统锅炉 SNCR 脱硝系统 
100.00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执行期限 主要内容 
截至 2017 年末

履约进度（%） 

鞍钢集团矿业弓长岭

有限公司 

井下矿中心锅炉房除尘

脱硫改造工程 
737.78 2017-10-31 竣工 

井下矿中心锅炉房除尘脱硫改造工程建筑安装

全部工程 
100.00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齐大山分公司 
齐矿热电厂改造项目 698.00 2018-3-31 竣工 

对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山铁矿厂动力工

区三台燃煤炉进行脱硝改造 
95.77 

注：1、合同金额为含税金额。 

2、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山分公司的齐矿热电厂改造项目工程已于 2018 年竣工。 

 

 

 

 



上述合同的违约责任追究机制一般为：冶金设计院有权在约定期限内获得合

同约定的相关资料，客户保证该资料真实有效；冶金设计院有权要求客户提供工

作的必备场所，客户有义务协助冶金设计院协调处理相关关系，冶金设计院有权

要求客户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相关费用，冶金设计院有权按照合同约定采取诉讼

或仲裁等司法方式获取相关费用。 

通过取得相关合同订单与现场走访了解，报告期内前五大 EPC 项目工程均

按照客户及业主方的要求稳步进行，工程进度与客户及业主方的要求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冶金设计院前五大 EPC 项目工程进度与客户及业主方的要

求一致。 

五、反馈问题 10：申请文件显示，设计院拥有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辽）

JZ 安许证字【2013】007456）将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到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安全许可证续办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者不能如期办毕的风险及解决措施。如未

能按期续办对设计院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冶金设计院已在法定期间向主管机关提交了换发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申请。2019 年 4 月 22 日，鞍山市城市建设发展中心出具了《关于辽宁冶金设计

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说明》，说明显示： 

“辽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持有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辽）JZ 安许证字〔2013〕007456）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到期，该公司

在法定期限内已向主管部门提出了换证申请，我处已对该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了

实质性审验，符合延期申请条件，换发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冶金设计院安全许可证续办不存在法律障碍。 

六、反馈问题 27：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全资

子公司资产。请你公司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福鞍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上市公司股

份锁定期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福鞍控股、吕世平在本次交易前已出具相关承诺，具体内

容如下： 

“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交易前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方式转

让；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股份，但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十二个月锁定期的限制。因上

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

定安排。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福鞍控

股、吕世平同意届时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及时进行相应调整。” 

本所律师认为：福鞍控股、吕世平出具的承诺事项真实、合法、有效，符

合《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本页无正文，为辽宁申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辽宁申盟律师事务所关于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之签署页） 

 

 

 

 

 

 

 

 

辽宁申盟律师事务所（签章）                  经办律师： 

 

负责人：                                     李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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