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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山西同德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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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致：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同德化工”）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于2019年5月29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有关事宜出具了《关于山西同德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关于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已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文件一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进行审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所现为发行人本次

发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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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声明：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同样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调整部分外，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其它法律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

见书》的相关表述。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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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除《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所述

事实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对该部分补充阐述

如下： 

 

1.1 发行人董事会对本次发行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用途及投入金额的调

整 

 

1.1.1 发行人于2019年7月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

议案》《关于修订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用途及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发行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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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相关议案； 

 

1.1.2 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为：将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

由不超过23,000.00万元（含23,000.00万元）调减为不超过

14,428.00万元（含14,428.00万元）。对募投项目及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有所调整，具体调整内容为：1、取消“回购股票项目”；2、

“调整债务结构”由原来的6,900万元调减至4,328万元； 

 

1.1.3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对本次

发行方案中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用途及投入金额的调整

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具体事宜的范围

内，合法有效。 

 

1.2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

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二、 关于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除《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关于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所述事

实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对该部分补充调整如

下： 

 

2.1 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符合《证券法》

和《管理办法》的规定： 

 

2.1.1 根据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发行人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14,428.00万元（含14,428.00万

元），扣除合理预期的发行费用等因素外，不超过发行人本次拟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数额17,366.36万元，符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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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2.1.2 根据发行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为：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2,000吨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

及年产11,000吨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建设项目”“信息化、智能化

平台建设项目”“调整债务结构”。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2013年修订），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备案文

件等相关资料，除“调整债务结构”外，确认其余项目符合现行国

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证券法》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2.2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未曾发行过

公司债券。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截至基准日的财务报表，截至2018年12

月31日，发行人净资产为1,025,216,219.09元。根据发行人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不超过

14,428.00万元（含14,428.00万元）。以2018年12月31日为计算口径，

本次发行后，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为14,428.00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14.07%，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符合《证券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 

 

2.3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出具的致同审字

（2017）第110ZA 3834号《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8）第110ZA4362

号《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9）第110ZA3831号《审计报告》，发

行人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分别为

82,739,144.01元、96,129,240.26元和143,677,398.32元，年均可分

配利润为107,515,260.86元。根据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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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不超过14,428.00万元（含

14,428.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水平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

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经本所

律师合理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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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2.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仍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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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实质条件。 

 

三、 关于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除《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关于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所述

事实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对该部分补充调整

如下： 

 

3.1 根据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428.00万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投资

金投入金额 

1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2,000吨胶

状乳化炸药生产线及年产11,000吨粉状乳化

炸药生产线建设项目 

6,743.34 5,000.00 

2 信息化、智能化平台建设项目 

河曲点 899.30 819.00 

忻州点 3,597.20 3,278.00 

大宁点 558.60 - 

广灵点 689.40 502.00 

清水河点 550.52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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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6,295.02 5,100.00 

3 调整债务结构 4,328.00 4,328.00 

合    计 17,366.36 14,428.00 

 

3.2 经核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取得如下批准文件： 

 

序

号 
项目名称 立项文件 环评批复 用地情况 

1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12,000吨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

及年产11,000吨粉状

乳化炸药生产线建设

项目 

河曲县经济和信息

化局技术改造备案

通知书（河经信备

案〔2018〕1号） 

忻州市环境保护局忻环评函

〔2018〕19号《关于山西同德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2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及年产11000

吨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晋（2019）河曲

县不动产第

0000011号 

晋（2019）河曲

县不动产第

0000013号 

 

2 
信息化、智能化平台 

建设项目 

河曲县发展和改革

局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通知书（河发改备

案〔2018〕5号） 

备案号为201814093000000004

号《环境影响备案表》 
- 

忻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项目

备案证（忻开经备

案〔2018〕7号） 

备案号为

20181409000100000005号《环

境影响备案表》 

- 

大宁县发展改革和

经济信息化局备案

通知（大发信审批

发〔2018〕21号） 

备案号为201814103000000013

号《环境影响备案表》 
 

广灵县发展和改革

局备案证明（广发

改备案函〔2018〕

18号） 

备案号为201814022300000008

号《环境影响备案表》 
- 

清水河县发展经信 

2018-150124-74-0

3-008873号投资项

目备案告知 

备案号为201815012400000008

号《环境影响备案表》 
- 

3 调整债务结构 - - -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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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签字、盖章页）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原 建 民 

 

 

 

承办律师：                                         

翟   颖                    尉 海 滨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