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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国枫律证字[2018]AN098-4号 

 

致：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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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申请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申请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关于请做好寒锐钴业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发审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

下称“告知函”)及发行人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

行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己经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

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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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一、关注问题 

问题 3：发行人参与设立珠海中骏安鹏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

中骏”)，发行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在该企业中出资 5 亿元，占比 99.8%，共青城

中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中骏”)在该企业中出资 100 万元，占

比 0.2%。发行人认为投资方向符合公司战略需要，属于主营业务相关业务。该

5 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发行人 2018 年 1 季度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18.74%，且

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4.4 亿元。请发行人说明： 

(1)珠海中骏成立的时间、股权结构、成立意图、发行人的出资比例及资金

来源、发行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具体运营期限，珠海中骏是否按法律法规要求

进行备案登记； 

(2)逐级披露共青城中骏的出资人直至最终权益持有人，说明共青城中骏的

各级权益持有人、出资人、管理层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主要股东以及

发行人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开展业务合作；说明在发行人投资

占绝对多数情况下珠海中骏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

决策的权力全部排它性地归属于第三方的原因以及合理性，共青城中骏的各级

权益持有人、出资人、管理层与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主要股东

以及发行人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情形； 

(3)发行人出资珠海中骏主要目的是为了投资孚能科技有限公司，请说明孚

能科技的经营情况； 

(4)列表说明珠海中骏的所有对外投资情况(包括所投资企业的名称、股权结

构、经营范围、实际从业领域等)、资金运用状况(包括具体的资金流向、是否购

买各类型产品等)，如所投资企业是控股型公司，请进一步说明其对外再投资情

况(要求同前)，并请结合珠海中峻的对外投资情况、资金运用状况、所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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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经营情况说明发行人对珠海中骏的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是否属于

财务性投资余额大于本次募集资金规模且投资期限超过一年的情形，认为该投

资不属于“持有金额较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

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依据是否充分，由此导致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的相关规定； 

(5)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

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珠海中骏的基本情况 

1、珠海中骏成立的时间、股权结构、成立意图、具体期限、发行人的出资

比例及资金来源 

根据珠海中骏提供的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资料，珠海中骏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其份额为 1,000 万元，其中徐清认缴 999 万元，占比 99.90%，共青

城中骏认缴 1 万元，占比 0.10%。2018 年 4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发行人入伙珠海中骏，发行人作为珠海中骏的有限合伙人，

以货币资金认缴出资 50,000 万元，占股 99.8%。同日，发行人与共青城中骏签署

《合伙协议》，原有限合伙人徐清退伙，合伙企业份额为 50,100 万元，发行人作

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50,000 万元，占比 99.80%，共青城中骏认缴为 100 万元，占

比 0.20%。2018 年 6 月 15 日，珠海中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发行人为珠海

中骏有限合伙人。2018 年 7 月 27 日，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同

意，发行人与共青城中骏签署补充协议，珠海中骏出资额调整为 20,100 万元，

发行人认缴 20,000 万元，占比 99.50%，共青城中骏认缴为 100 万元，占比 0.50%。

根据 2018 年 8 月 6 日，珠海市横琴新区金融服务中心出具《珠海市中骏安鹏一

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信息采集通知书》，横琴新区金融服务中心对珠海中骏变

更认缴出资总额事项无异议，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依法办理变更相关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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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确认，钴产品是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核心原料，新能源动力

电池是公司钴产品未来最重要的消费领域。孚能科技为全国排名前列的三元软包

锂电池公司，是国内动力电池重要供应商。为加快主营业务产业链向下游新能源

动力电池领域延伸，发行人通过认缴珠海中骏份额实现投资孚能科技。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出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借

款，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已实际出资 18,000 万元。 

根据《合伙协议》，珠海中骏的合伙期限为自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即合伙企

业募集结算专用账户首次将资金划入本合伙企业托管账户之日)起满五年之日

止，普通合伙人有权独立决定将合伙期限延长一次，延长期限不超过 2 年，同时

普通合伙人有权独立决定缩短合伙期限。 

2、登记备案情况 

经核查，共青城中骏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其登记编

号为 P1028319。根据珠海中骏提供的资料，珠海中骏已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向中

国基金业协会提交了备案为私募基金产品的申请，产品编号为 SEB212，目前尚

未完成备案。 

3、发行人的权利义务 

根据《合伙协议》，发行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其权利包括：(1)对普通合伙人

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进行监督；(2)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3)有权了

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4)依

本协议约定提请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大会会议，并行使相应的表

决权；(5)依照法律及本协议的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6)在合伙企业中的

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应承担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7)在执行

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权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8)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享有对合伙企业财产收益的分配权；(9)合伙企业解散清算

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参与合伙企业财产的分配；(10)法律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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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义务包括：(1)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

业；(2)按照本协议约定缴付出资款；(3)不得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合伙企业利益

的活动；(4)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5)对合伙事务和

投资项目等相关事宜予以保密；(6)法律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共青城中骏的权益结构、关联关系、业务合作及利益输送问题 

1、共青城中骏的权益结构具体如下图所示： 

共青城中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戴欣

温俊峰 巴震 温晓峰
北京金鼎智恒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常敬钘 李世明

蔺上

沈露皮里阳 冯明明

中骏天宝资本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24.51% 19.61% 19.61%

14.71%

11.76% 7.84%

50.29% 41.96% 1.75% 1.00% 5.00%

1.96%

2.00%98.00%

 

2、关联关系、业务合作及利益输送问题 

根据共青城中骏各级权益持有人、出资人、管理层及发行人、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管、主要股东、关联方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主要搜索引擎等进行网络检索，共青城

中骏各级权益持有人、出资人、管理层及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主

要股东、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合作或利益输送。 

3、珠海中骏及其投资业务的管理及控制权问题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访谈其主要负责人，发行人与孚能科技接触洽谈前，孚

能科技本轮融资方案及份额已确定，基于战略合作需要，在孚能科技的协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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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通过本轮融资方之一珠海中骏对孚能科技进行间接投资。珠海中骏为合伙

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共青城中骏。根据《合伙企业法》，上市公司不得担任

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双方在《合伙协议》中约定，

珠海中骏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排它

性地归属于普通合伙人。 

(三)孚能科技的经营情况 

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孚能

科技的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及模块系统、电池模块管理系统、充电系统等电动

车储能及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马达、驱动器、大功率 POWER IC、电

力电子元器件等驱动马达及控制模块的研发、生产、销售;电动车传动系统、电

动空调系统、电动转向系统、电动刹车系统、发电系统、电力转换系统等电动车

辅助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他锂电池产品和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纸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废旧锂电池的

回收和再利用的研发、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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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检索网络公开信息，孚能科技主营业务为生产软包动力

电池。孚能科技凭借三元软包的能量密度优势，拥有北汽、北汽新能源、江铃控

股和长安汽车等优质客户。2018 年上半年，孚能科技实现动力电池装机量

0.71GWh。发行人与孚能科技的合作有利于公司业务领域开拓，进一步促进公司

在主营业务领域产业链的战略布局的实现。 

(四)珠海中骏的对外投资情况、发行人本次投资的性质 

1、珠海中骏对外投资情况 

经核查，除孚能科技外，珠海中骏无其他对外投资。 

2、是否属于数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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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有关财务性投资认定的问

答》，财务性投资除监管指引中已明确的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情形外，对于上市公司投资于产业基金以及其他类似

基金或产品的，如同时属于以下情形的，应认定为财务性投资：(1)上市公司为

有限合伙人或其投资身份类似于有限合伙人，不具有该基金(产品)的实际管理权

或控制权；(2)上市公司以获取该基金(产品)或其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

的。 

根据《合伙协议》，珠海中骏的投资范围为：(1)新能源汽车及三元锂电池产

业链，未上市标的公司股权及可转股债权；(2)为投资上述投资标的专门设立的

投资性主体的股权或出资份额。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其认购珠海中骏份额并间接投资孚能科技，主要目的系

为通过股权纽带关系增强战略合作粘性。经核查其与孚能科技签署的《战略合伙

备忘录》，双方将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1)钴产品的销售与采购，同等合作条件

下，发行人所生产的钴产品优先考虑供应给孚能科技，孚能科技优先选择采购发

行人所生产的钴产品；(2)在三元锂电池前驱体、正极材料、废旧电池回收及梯

次利用等领域；(3)在钴资源项目收购兼并、对外投资时，谋求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4)双方可通过股权投资作为纽带增强战略合作粘性。发行人认缴珠海

中骏出资份额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96%。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事项不构成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五)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重大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

形。 

 

问题 9：发行人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 4.4 亿元用于在

科卢韦齐投资建设 2 万吨电积铜和 5000 吨氢氧化钴项目。根据申请资料，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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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实施地位于“刚果(金)”，刚果(金)最近几年曾发生过几次冲突。请发行

人： 

(1)补充说明该募投项目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 

(2)结合项目实施地的政治环境、产业政策，说明项目实施地的政治环境、

产业政策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可以有效保障募投项目的稳步开展、是

否会对募投项目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发行人是否己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保障

募投项目的开展，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定性； 

(3)说明开展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可以得到当地铜、钴的充分保证，所对应的

矿山可开采储量； 

(4)说明《募集说明书》是否已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补充说明该募投项目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 

根 据 人 民 网 报 道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801/c1002-29442590.html)，非洲是建设“一

带一路”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刚果(金)是“一带一路”非洲通道的重要一环。

刚果(金)自然资源丰富，素有“中非宝石”之称，稀有金属储量占世界前三，而

且原始森林丰富，占全球 17%，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2017 年 7 月 28 日，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翔在北京与刚果

民主共和国驻华参赞王维丽就中国与刚果(金)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与非洲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体育等领域的全方位交

流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有色行业作为国务院明确的 12 个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行业之一，既是重要的参与者，也将是重要的受益者。

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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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领域合作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契机，发行人结合境外矿产资源

开发，积极整合国内外的业务，延伸和完善产业链。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非洲

刚果(金)年产 2 万吨电积铜和 5,000 吨氢氧化钴项目，更加深度参与了“一带一路”

的建设。 

(四)说明《募集说明书》是否已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海外经营风险，钴、铜金属价格

波动的风险及相关风险的控制措施。 

 

问题 10：发行人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所处行业为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是国家环保政策重点监控的行业之一，钴产品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废气、

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同时安全生产要求较高。请发行人： 

(1)结合工艺流程说明发行人经营过程中具体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的情况，

是否存在违规排放的情形；说明报告期环保设施是否齐备，是否正常有效运转；

说明与环保相关的各项资质、许可、设施验收等是否己依法取得或依法开展，

己建项目和在建项目是否履行了环评及环验手续；说明报告期发行人是否存在

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与环保相关的投诉、纠纷； 

(2)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报告期发行人环保相关支出是否与产能、

排污量相匹配； 

(3)《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请发行人结合该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析环境保护税开征后对发行人业务、

相关财务指标及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4)说明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设施运行情况，发行人是否己经取得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发行人的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发

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如有，是否会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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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所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说明发行人的内

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运行。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结合工艺流程说明发行人经营过程中具体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的情

况，是否存在违规排放的情形；说明报告期环保设施是否齐备，是否正常有效

运转；说明与环保相关的各项资质、许可、设施验收等是否己依法取得或依法

开展，己建项目和在建项目是否履行了环评及环验手续；说明报告期发行人是

否存在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与环保相关的投诉、

纠纷； 

1、发行人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排放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刚果 MUKENDIMPOYI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刚果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本所律师检索南京市环保局网站

(http://www.njhb.gov.cn/)行政执法公示信息及南京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公示专栏(http://app.nanjing.gov.cn/cxnj/xkcf/xkcf_search_more.jsp)并实地走

访江苏润捷厂区，发行人及目前正在运营的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排放的情形。 

2、报告期环保设施及运转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实地走访江苏润捷厂区，江苏润捷环保设施

运转正常。根据刚果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刚果 MUKENDIMPOYI 律师事

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刚果迈特报告期环保设施齐备，正常有效运转；寒锐金

属在建项目规划方案涉及的环保设施齐备。 

3、说明与环保相关的各项资质、许可、设施验收等是否己依法取得或依法

开展，己建项目和在建项目是否履行了环评及环验手续； 

(1)排污许可证 

持有人 证件号 有效期 发证机关 

江苏润捷新材料

有限公司 
320116-2018-000005-A 

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南京市六合区环

境保护局 

http://app.nanjing.gov.cn/cxnj/xkcf/xkcf_search_mor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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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部门出具的项目(包括已建项目、在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情

况 

① 已建项目环保验收情况 

发行人现有“年产 1500 吨钴粉生产线项目”已于 2013 年 3 月 1 日取得南京

市六合区环境保护局的竣工验收。 

根据刚果 MUKENDI MPOYI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刚果迈特

已建“年产 5,000 吨氢氧化钴生产线项目和“年产 10,000 吨电解铜生产线项目”已

履行了环评及验收手续。 

② 在建项目环评批复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安徽寒锐“年产 3000 吨金属量钴粉生产线和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取得滁州市环保局的环评批复(苏滁建房函[2017]68

号)。 

寒锐金属“寒锐钴业在科卢韦齐投资建设 2 万吨电积铜和 5000 吨氢氧化钴

项目”已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取得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卢阿拉巴省环境与自然资源

保护协调局出具的“第 840/CUEDD/017/CUE-DD/KZI/2018 号”《关于运营场所存

在危险、不利于健康和不利于环境情况监控有利或不利调查意见》，通过该项目

的环评审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刚果环保主管部门证明及刚果

MUKENDIMPOYI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与环保相关的各项资

质、许可、设施验收等己依法取得或依法开展，己建项目和在建项目已履行环评

或环验手续。 

4、说明报告期发行人是否存在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为，是

否存在与环保相关的投诉、纠纷；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

证明、刚果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刚果 MUKENDIMPOYI 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营业外支出明细及其支付凭证以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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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检索，报告期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不

存在与环保相关的投诉、纠纷。 

(三)《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请发行人结合该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析环境保护税开征后对发行人业务、

相关财务指标及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1、《环境保护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相关规

定 

(1)《环境保护税法》相关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

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

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 

第七条 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一)应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二)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三)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确定； 

(四)应税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 

“第三条 环境保护税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城乡

污水集中处理场所，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的场所，不包括为工

业园区、开发区等工业聚集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提供污水处

理服务的场所，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自建自用的污水处理场所。” 

综上所述，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直接向环境

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生产经营者按照其实际排放的应税大气污染物、应税水污染物、

应税固体废物的数量缴纳环境保护税，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应税噪声分贝数缴

纳环境保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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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发行人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纳税申报表，2018 年一季度与二季度公司缴纳环境保护税分

别为 1.76 万元和 4.17 万元，合计缴纳 5.93 万元。根据公司的测算，发行人及子

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公司应缴纳的环境保护税约为 12 万元，2018 年一季度，公

司实现净利润 2.55 亿元；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2018 年半年度

业绩预告》，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5.19 亿元

至 5.60 亿元，公司缴纳的环境保护税占净利润的比例较小，总体来看对发行人

业务、相关财务指标及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四)说明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设施运行情况，发行人是否己经取得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发行人的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发

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如有，是否会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1、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设施运行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设施运行的具

体情况如下： 

(1)非洲刚果厂区 

非洲刚果厂区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设施维护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消防设备、设施 8.30 5.60 4.20 

安全警示标识 0.81 0.80 0.56 

厂区视频监控安全维护 2.00 1.60 0.60 

安全培训费 9.20 8.80 6.60 

安全生产设备、设施投入总额 517.69 889.9 58.54 

安全生产设备、设施运行维护费用总额 18.00 10.30 6.50 

(2)公司国内厂区 

公司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设施维护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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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人员费用支出 327.17 273.65 140.33 

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30.78 50.35 40.36 

安全设施检测支出 4.81 14.13 12.02 

安全生产宣传支出 10.57 1.76 22.94 

安全生产标准化支出 - 3.66 33.67 

安全设施完善、维护支出 457.23 361.50 315.67 

安全生产保险支出 9.80 20.81 124.10 

安全生产防尘支出 22.00 65.58 41.98 

合计 862.38 791.45 731.07 

(3)安全设施运行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刚果当地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刚果 MUKENDIMPOYI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实地走访江苏润捷厂区，目前公司各

项安全生产设施运转正常。 

2、发行人是否己经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司目前生产的产品为钴粉、氢氧化钴、钴精

矿、电解铜。 

根据安全监管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铁路局、民航局于 2015 年 2 月 27 发布的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以及公安部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发布的《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上述产品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据此，根据《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公司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无

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3、发行人的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发生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如有，是否会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已制定如下安全生产制度：《安全投入保障

制度》《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获取及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培训教

育制度》《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制度》《安全检维修管理制度》《安全作业管理制

度》《生产设施安全管理制度》《劳动防护用品(具)和保健品发放管理规定》《事

故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仓库、罐区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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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制度》《防火、防爆、防尘、防毒管理制度》《消

防管理制度》《禁火、禁烟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

制定期考核制度》《班组安全活动制度》《安全管理绩效考核制度》《变更管理制

度》《用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临时用电安全管理规定》《生产设施拆除和报废

制度》《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安全检查书面报告制度》《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安全

管理制度》《监视和测量设备管理制度》《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制度》《重

大危险源监控管理制度》《关于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评审和修订

的有关规定》《职业病危害告知制度》《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预防管理制度》，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制定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 

根据公司的说明、南京市六合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无违规证明及本所

律师检索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safety.nanjing.gov.cn/)公示信息、

刚果当地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刚果 MUKENDIMPOYI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发行人不存在安全隐患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五)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所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说明发行人的内

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运行。 

根据发行人关于报告期内行政处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营业

外支出明细及其支付凭证、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合

规证明，并通过网络检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涉及行政处罚的相关信

息后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行政处罚。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核字 [2018]000455 号、大华核字

[2017]000008 号、大华核字[2016]000939 号《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

制鉴证报告》，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及相关规

定于报告期内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障发行人

的合法合规经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http://safety.nan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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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创

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孙  林 

 

 

                      

                                                     钟晓敏 

 

 

                                                     2018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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