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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接受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发

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及本所律师根

据《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管理办法》、《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业务管理办法》、《执业规则》的要

求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已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根据中

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第 191006 号）之《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并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补充反馈意见》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

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 2020

年 1 月 3 日《关于请做好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在核查和查证的基础上，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科

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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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上述文件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述的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仍

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和术语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和定义具有

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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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7 

关于环保与安全。发行人从事精细化工行业，涉及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较高。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是否取得了安监等部门的批文、许可、备案及认证，

相关资质的具体许可范围与发行人产品种类、生产工艺流程、生产规模是否相

符，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或超规模生产的情况；(2)发行人安全生产制度及管理

措施的有效性及实际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安全隐患；(3)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

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要求，报告期内环保及安监部门对发行人生产经

经营业务检查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是否曾经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

明确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是否取得了安监等部门的批文、许

可、备案及认证，相关资质的具体许可范围与发行人产品种类、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规模是否相符，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或超规模生产的情况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是否取得了安监等部门的批文、许

可、备案及认证 

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安监等部门的批文、许可、备案

及认证文件；查阅了《环保核查报告》；取得了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安全评价文

件；就安徽圣诺贝排污许可证事项走访了马鞍山市环境保护局；取得了发行人的

书面说明与承诺，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批文、许可、备案及

认证情况，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发行人 

化学原料及产品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

营）；化学原料及产品的技术开发；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日用化学品原料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其

中具体生产由下属子

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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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展经营活动） 

2 安徽圣诺贝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 584.6 吨/年乙醇、1,540.5

吨/年甲醇；回收套用：152.9 吨/年乙醇、3,500

吨/年甲醇、556.3 吨/年氰乙酸乙酯、73.1 吨/

年醋酸、330 吨/年叔丁醇、3,900 吨/年甲苯、

1,500 吨/年丙酮、6,000 吨/年 2-丁醇、6,500 吨

/年 N,N-二甲基甲酰胺、100 吨/年 1,2-二甲苯、

450 吨/年 2-丙醇（10,800 吨/年精细化学品、

8,500 吨/年防晒系列产品生产工艺系统），生

产、开发、销售精细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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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活性成分的生

产和销售 

3 宿迁科思 

防晒剂、香精、香料原料生产、开发和经营，

销售自产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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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活性成分及其

原料、合成香料的生

产与销售 

4 宿迁杰科 

苯甲醚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0 年 10 月 9 日），食品添加剂（经

营范围中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除外；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对

甲氧基苯甲醛、对叔丁基苯甲酸甲酯生产，销

售自产产品（按宿安监发[2009]123 号文件批

复所列范围经营）；生物科技研发服务和精细

化学产品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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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活性成分原料

的生产与销售 

5 科思香港 — 

化妆品活性成分及其

原料、合成香料等的

销售 

6 汇天香港 — 

化妆品活性成分及其

原料、合成香料等的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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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7 马鞍山科思 

生产、开发、销售精细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品），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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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活性成分和合

成香料的生产和销

售，尚未投产 

(2)批文、许可、备案及认证 

根据发行人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子公司科思香港及汇天香

港均为在香港设立的贸易平台，马鞍山科思尚在筹建期，均不涉及安监等部门的

批文、许可、备案及认证。 

1)安监等部门的批文、许可、备案及认证 

①发行人 

序号 
资质/证书名

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

限 

1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南京市江宁

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苏（宁）

危化经字

（江）

00127 

一般危化品：苯甲醚、

1,8-萘二甲酸酐、氰基

乙酸乙酯、苯酚、4-溴

苯甲醚；易制毒化学

品：甲苯、盐酸、硫酸

（以上不含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化学品；经

营场所不得存放危化

品；无自有也不得租赁

储存场所和设施；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

营）*** 

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0月 17日 

2 

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

经营备案证

明 

南京市江宁

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苏）

3J3201150

00016 

三类，经营品种、销售

量：甲苯 10000 吨/年，

主要流向：宿迁、马鞍

山 

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 

3 
危险化学品

登记证 

江苏省化学

品登记中心、

应急管理部

化学品登记

3201300

22 

苯酚、苯甲醚、4-溴苯

甲醚等 

2019年 5月

4 日至 2022

年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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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证书名

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

限 

中心 日 

4 

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报

关单位注册

登记证书 

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陵海

关 

注册编

码：

32019600

56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长期 

5 

出入境检验

检疫报检企

业备案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江苏出

入境检验检

疫局 

备案号

码：

32010015

54 

自理企业 — 

6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表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机关（南京

江宁） 

02753032 — — 

②安徽圣诺贝 

序号 
资质/证书名

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

效期限 

1 
安全生产标准

化证书 

马鞍山市安全生

产协会 

皖

AQB3405WH

Ⅲ201800025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

级企业（危险化学

品） 

至 2021

年 10 月 

2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安徽省应急管理

厅 

（皖 E）WH

安许证字

[2018]12 号 

副产品：584.6 吨/年

乙醇、1053.5 吨/年甲

醇；回收套用：152.9

吨/年乙醇、3500 吨/

年甲醇、556.3 吨/年

氰乙酸乙酯、73.1 吨

/年醋酸、330 吨/年叔

丁醇、3900 吨/年甲

苯、1500 吨/年丙酮、

6000 吨/年 2-丁醇、

6500 吨/年 N,N-二甲

基甲酰胺、100 吨/年

1,2-二甲苯、450 吨/

年 2-丙醇（10800 吨/

年精细化学品、4500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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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证书名

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

效期限 

吨/年防晒剂系列产

品生产工艺系统） 

3 
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安徽省科学技术

厅、安徽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

局安徽省税务局 

GR20183400

0660 
— 

至 2020

年度 

4 

出入境检验检

疫报检企业备

案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徽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3404600512 自理企业 — 

5 
危险化学品登

记证 

安徽省危险化学

品登记注册办公

室、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

化学品登记中心 

340512041 
氰基乙酸乙酯、乙酸

[含量>80%]、甲醇等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 

6 
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机关

（安徽马鞍山） 

02861349 — — 

7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记证

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鞍山海关 
3405960460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 
长期 

③宿迁科思 

序号 
资质/证书

名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限 

1 
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江苏省科学

技术厅、江

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

国家税务局

及江苏省地

方税务局 

GR201632002014 — 
至 2018 年度 

（注） 

2 安全生产
江苏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 （苏）WH 安许证
危险化学品生产：

氮[压缩的或液化

2018 年 6 月 5

日至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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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证书

名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限 

许可证 理局 字[N00071] 的]（1000 吨/年）、

苯甲醚（3000 吨/

年）、碳酸二甲酯

（150 吨/年）、盐

酸（11400 吨/年）、

三氯化铝溶液

（21600 吨/年）、

丙酮（1500 吨/年）

*** 

月 4 日 

3 

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

可证 

宿迁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苏（宿）危化经字

00314 

易制爆危化品：过

氧化氢溶液[含

量>8%]；一般危化

品：一氧化碳、乙

酸[含量＞80%]、乙

醇溶液[按体积含乙

醇大于 24%]、乙醇

[无水]、甲醛溶液、

2-丙醇、甲醇、石油

醚、吡啶、1,2-二甲

苯、次氯酸钠溶液

[含有效氯＞5%]、

五氧化二磷、氢氧

化钾、氢氧化钾溶

液[含量≥30%]、氢

氧化钠、氢氧化钠

溶液[含量≥30%]、

苯甲醚；易制毒化

学品：丙酮、乙醚、

甲苯、盐酸、硫酸、

三氯甲烷***(不得

储存、经营品种涉

及其它行政许可

的，应按规定履行

相关手续) 

2018 年 6 月 4

日至 2021 年 6

月 3 日 

4 
危险化学

品登记证 

江苏省化学

品登记中

心、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化

321312054 

氮[压缩的或液化

的]、盐酸、苯甲醚

等 

2018 年 3 月 9

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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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证书

名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限 

学品登记中

心 

5 

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机关（江

苏宿迁） 

01827245 — — 

6 

出入境检

验检疫报

检企业备

案表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宿迁海

关 

3221600233 自理报检企业 — 

7 

安全生产

标准化证

书 

江苏省安全

生产协会 

苏

AQBHGII2017000

82 

安全生产标准化二

级企业（化工） 
至 2020 年 9 月 

8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宿迁市宿豫

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苏）

3J32120500002 

品种类别：第三类；

经营品种、销售量：

甲苯 8000 吨/年，丙

酮 1000 吨/年，硫酸

6000 吨/年，盐酸

3000 吨/年；主要流

向：苏、浙、皖 

2018 年 7 月 13

日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 

9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宿迁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苏）

2J32120500002 

品种类别：第二类；

经营品种、销售量：

三氯甲烷 3000 吨/

年、乙醚 1000 吨/

年；主要流向：苏、

浙、皖 

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21 年 7

月 4 日 

10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

备案证明 

宿迁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苏）

3S32130000009 

品种类别：第三类；

生产品种、产量：

丙酮 1500 吨/年、盐

酸 11400 吨/年；主

要流向：丙酮、盐

酸：苏皖鲁 

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21 年 7

月 4 日 

11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

险源备案

宿迁市宿豫

区应急管理

局 

BA 苏

321311[2019]006 
科思化学重大危险

源（南厂区异丁烯

2019 年 4 月 23

日至 202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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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证书

名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限 

登记表 罐区三级） 月 22 日 

12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

记证书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宿迁海

关 

3217960327 — 长期 

13 

江苏省排

放污染物

许可证 

宿迁市宿豫

区环境保护

局 

321311201800001

3 

COD、SS、氨氮、

总磷、总盐、甲苯、

甲醛、二氯乙烷、

硝基苯、总锌、丙

酮等 

2018 年 3 月 8

日至2020年12

月 31 日 

注：宿迁科思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到期，并在资格期满前申请复审，目前处于复审期。 

④宿迁杰科 

序号 
资质/证书

名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限 

1 
安全生产

许可证 

江苏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苏）WH 安

许证字

[N00060] 

危险化学品生

产，氮（压缩的

或液化的）

6501.8 吨/年，

苯甲醚1000吨/

年*** 

2017 年 10 月

10日至2020年

10 月 9 日 

2 

安全生产

标准化证

书 

江苏省安全生产

协会 

苏

AQBHGII2017

00094 

全生产标准化

二级企业（化

工） 

至 2020 年 9 月 

3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宿迁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苏）

2J3213000001

2 

品种类别：第二

类；经营品种、

销售量：三氯甲

烷 3000 吨/年，

乙醚 1000 吨/

年；主要流向：

苏、浙、皖 

2018 年 7 月 5

日至 2021 年 7

月 4 日 

4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

宿迁市宿豫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
（苏）

3J3213110000

品种类别：第三

类；经营品种、

2018 年 7 月 13

日至 202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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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证书

名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限 

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局 3 销售量：甲苯

8000 吨/年，丙

酮 1000 吨/年，

硫酸 6000 吨/

年，盐酸 3000

吨/年；主要流

向：苏、浙、皖 

月 12 日 

5 
危险化学

品登记证 

江苏省化学品登

记中心、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化学品登记

中心 

321312053 

苯甲醚、氮[压

缩的或液化的]

等 

2017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5 日 

6 

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

可证 

宿迁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苏（宿）危化

经字 000313 

易制爆危化品：

过氧化氢溶液

[含量>8%]；一

般危化品：一氧

化碳、乙醇[无

水]、甲醛溶液、

2-丙醇、甲醇、

石油醚、吡啶、

1,2-二甲苯、次

氯酸钠溶液[含

有效氯＞5%]、

五氧化二磷、氢

氧化钾、氢氧化

钾溶液[含量

≥30%]、氢氧化

钠、氢氧化钠溶

液[含量

≥30%]、苯甲

醚、乙酸[含量

＞80%]、乙醇

溶液[按体积含

乙醇大于

24%]；易制毒

化学品：丙酮、

乙醚、甲苯、盐

酸、硫酸、三氯

甲烷***(不得

储存，经营品种

2018 年 6 月 4

日至 2021 年 6

月 3 日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1-3-13 

 

序号 
资质/证书

名称 
颁发机构 编号 许可内容 最新有效期限 

涉及其它行政

许可的，应按规

定履行相关手

续) 

7 

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机关

（江苏宿迁） 

01827246 — — 

8 

出入境检

验检疫报

检企业备

案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宿迁海关 
3221600232 自理报检企业 — 

9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

记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宿迁海关 
3217960931 

进出口货物收

发货人 
长期 

10 

江苏省排

放污染物

许可证 

宿迁市宿豫区环

境保护局 

321311201800

0012 

COD、SS、氨

氮、总磷、甲苯、

醛类、硫酸二甲

酯、硫酸雾、苯

酚、甲醇 

2018 年 3 月 8

日至2020年12

月 31 日 

2)认证证书 

安徽圣诺贝现持有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换发的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016WX19E30147R2M），该认证证书载

明，安徽圣诺贝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标准，

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 

安徽圣诺贝现持有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换发的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016WX19Q30212R2M)，该认证证书载明，

安徽圣诺贝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GB/T19001-2016 idt ISO9001：2015 标准，有效期

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 

宿迁科思现持有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换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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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016WX19E30079R3M），该认证证书载

明，宿迁科思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标准，有

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 

宿迁科思现持有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换发的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016WX19Q30099R3M），该认证证书载

明，宿迁科思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GB/T19001-2016 idt ISO9001：2015 标准，有效

期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 

宿迁杰科现持有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换发的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016WX19E30078R3M），该认证证书载

明，宿迁杰科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标准，有

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 

宿迁杰科现持有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换发的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016WX19Q30098R3M），该认证证书载

明，宿迁杰科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GB/T19001-2016 idt ISO9001：2015 标准，有效

期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 

3)根据《环保核查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建设

项目环境评价、安全评价文件，报告期内发行人建设项目依法履行建设项目“三

同时”，并均已取得了安监部门的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安全设施

竣工验收及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环保竣工验收等审批/备案文件。 

4)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子公司安徽圣诺贝尚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 

经本所律师访谈马鞍山市环境保护局，“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2017 版），安徽圣诺贝所属行业需申领办理排污许可证，并于 2020

年申领办理，但目前仍在等待国家有关该行业办理排污许可证实施细则出台”。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 24 条规定，“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时限前已经建成并实际排污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名录规定时

限申请排污许可证；在名录规定的时限后建成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

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排污许可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7 年版）》第 3 条规定，“现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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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的规定，在实施时限内申请排污许可证”，安徽圣诺贝属于日用化学品制造

业，申请排污许可证实施时限为 2020 年。 

根据《环保核查报告》，安徽圣诺贝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执行

率均能达到 100%；各污染源所配备的环保设施均齐全，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各

污染物经处理设施处理后能达标排放，环保设施处理工艺和能力可靠，环保设施

能够稳定运行；每年环保投入、环保设施及日常治污费用与相应公司生产经营所

产生的污染相匹配；废水、废气排放的污染物及噪声均能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工

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暂存场所）满足相关要求。一般固废均得到合理的

综合利用或安全堆存，能够满足有关规定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率达

到 100%；在核查期间均没有发生过环保事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置基本符合

要求，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合理完善。已完成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无环境纠纷及违法处罚情况；由于马鞍山市尚未全面执行排

污许可证制度，安徽圣诺贝所属行业暂未被列入马鞍山市排污许可制度推行范

围，但其在核查期间内均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并缴纳排污费。 

根据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换发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

号：016WX19E30147R2M），该认证证书载明，安徽圣诺贝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标准，适用于防晒类化妆品中间体：对叔丁

基苯甲酰基-对甲氧基苯乙酮（AVB）、对甲氧基肉桂酸异辛酯（OMC）、对甲

基苯甲烯基樟脑（MBC）、奥克立林（OCT）、3,3,5-三甲基环乙醇水杨酸酯（HMS）、

水杨酸异辛酯（OS）、双乙基己氧苯酚甲氧基苯基三嗪（108）、亚甲基双-苯并

三唑基四甲基丁基酚（109）和苯基苯并咪唑磺酸（HS）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

售（本证书系统覆盖范围内未包括分支机构），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 

经走访马鞍山市环境保护局，安徽圣诺贝建设项目均已履行环评审批手续，

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按规排放废水、废气，处置危险废弃物，按期缴纳排污费，

按规定配备环保设施并稳定运行，排放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不存在超标、超量

排放的情形，未发生过环境污染、环保事故及投诉信访或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2019 年 1 月 2 日，马鞍山慈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环境保护局出具

《证明》，安徽圣诺贝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日，污染稳定达标排放，

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情形，未发生相关等级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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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故，未受到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 

2019 年 7 月 2 日，马鞍山慈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出具《证

明》，安徽圣诺贝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日，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无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检索了安徽省生态环境厅（http://sthjt.ah.gov.cn）及马鞍山市生态

环境局（http://sthjj.mas.gov.cn）网站的公开信息，未查询到报告期内安徽圣诺贝

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环保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记录。 

发行人已出具书面承诺，由于安徽圣诺贝所属环境主管部门尚未对安徽圣诺

贝所属行业开展排污许可证发放事宜，安徽圣诺贝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待安徽

圣诺贝所属地可申领排污许可证后，将立即向主管环保机关申领排污许可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安徽圣诺贝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事项不会对其持续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安徽圣诺贝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但不会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已按照

相关规定取得了安监等部门的批文、许可、备案及认证。 

2、相关资质的具体许可范围与发行人产品种类、生产工艺流程、生产规模

是否相符，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或超规模生产的情况 

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查阅了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资质证书，建设项目安全、环境保护批复文件及建设项目安

全验收评价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面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实际产量明细表

并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核查了发行人相关资质的具体许可范围与发行人产

品种类、生产工艺流程、生产规模的匹配情况，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从事日用化学品原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防

晒剂等化妆品活性成分、合成香料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及

其持有的资质、许可、认证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上文所描述，除安徽圣诺

贝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但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外，发行人已

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并按照《营业执照》所载明的经营

范围开展实际经营，不存在超越业务许可范围及经营范围经营的情况。发行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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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按照环评和安评的要求进行生产，生产工艺流程符合相关规

定。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类别 产品名称 产能 产量 

2019 年 1-6 月 

当期自产产品 

化妆品活性成分及

其原料 
11,732 9,637.72 

合成香料 4,900 4,141.71 

其他产品 2,650 1,589.40 

2018 年度 

当期自产产品 

化妆品活性成分及

其原料 
20,230 16,896.30 

合成香料 9,310 8,236.58 

其他产品 5,200 3,795.10 

2017 年度 

当期自产产品 

化妆品活性成分及

其原料 
16,680 13,909.05 

合成香料 8,960 7,176.71 

其他产品 6,500 3,968.05 

2016 年度 

当期自产产品 

化妆品活性成分及

其原料 
16,170 10,901.26 

合成香料 8,050 5,645.08 

其他产品 6,350 3,333.2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相关资质的具体许可范围与发行人产品种类、

生产工艺流程、生产规模相符，不存在超范围经营或超规模生产的情况。 

 

(二)发行人安全生产制度及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及实际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 

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境内控股子公司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实地查看了安全

生产设施，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说明，核查了发行人安全生产制度及管理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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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及实际执行情况等，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发行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针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了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

全培训管理规定》、《安全生产会议管理规定》、《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管理制度》、《特

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

《报警系统、应急广播使用管理规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预案管

理规定》、《生产、安全设施维护、保养管理规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一整套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2、发行人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安全生产制度及管理措施进行落实： 

(1)把“安全、环保、质量、成本”贯穿管理全过程，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深入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夯实安全管理基

础工作，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

稳定； 

(2)发行人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

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总经理担任，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各部门负责人组成。

设置了安全管理部，依法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管理工作； 

(3)推行安全标准化，建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安徽圣诺贝、宿迁科思、宿

迁杰科均已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 

(4)定期组织召开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定期总结、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分

析、解决发现的问题； 

(5)按计划组织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承包商入

厂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再教育等；收集同行业发生的事故案例，以 OA、微信等

方式发布“事故快讯”，举一反三，对照分析，自查自纠； 

(6)按计划开展安全检查、隐患治理。在每日巡查的基础上，组织综合、专

项、季节性、节假日、各产品开车前安全检查，接受国家、省、市、区级外部检

查； 

(7)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按计划组织应急演练，通过演练，增强了

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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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月”活动：张贴宣传挂图、悬挂横幅、检维修安全培

训、仓库叉车事故应急演练、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组织参赛队伍开展消防水

带连接技能比武、组织观看危险化学品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

专项检查等。 

3、2018 年 3 月，发行人境内控股子公司宿迁科思曾因作业前未进行动火分

析，未确认现场作业是否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生产、储存、使用部分危险物品未

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北厂区罐区一台空气呼吸器压力低于正常工作压力，不能

保证该空气呼吸器正常使用，被宿迁市宿豫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别处以罚

款。发行人子公司宿迁科思报告期内发生的上述安全隐患已经整改消除，并经安

全生产主管部门复查验收合格。 

4、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通过了所属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的历次安全检查并根据检查要求进行落实，不存在因为安全生

产事宜遭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主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制度及管理措施有效并得到

实际执行，不存在安全隐患。 

 

(三)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要求，报告期内环

保及安监部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业务检查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

期内是否曾经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1、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要求，报告期内环

保及安监部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业务检查的具体情况 

回复： 

本所律师取得了宿迁科思、宿迁杰科的排污许可证；就安徽圣诺贝排污许可

证事项走访了马鞍山市环境保护局；取得了相关环保合规证明；查阅了《环保核

查报告》；查阅了发行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文件；查阅

了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检索了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所属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网站公开信息；取得并查阅了环保部门及安监部门现场检查笔录、现场

监察留存书及现场检查记录；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说明，核查了发行人生产经营

和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要求等相关情况，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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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子公司宿迁科思、宿迁杰科依法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安徽圣诺贝

虽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但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详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上文所描述。 

发行人建设项目已履行环境评价建设项目“三同时”，并取得了环保部门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环保竣工验收审批文件；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环保部门

同意项目建设的环保审批意见。 

根据《环保核查报告》，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均已办理了相关环保手

续，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执行率均能达到 100%；各污染源所配备

的环保设施均齐全，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各污染物经处理设施处理后能达标排放，

环保设施处理工艺和能力可靠，环保设施能够稳定运行；每年环保投入、环保设

施及日常治污费用与相应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废水、废气排放的

污染物及噪声均能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暂存场所）

满足相关要求。一般固废均得到合理的综合利用或安全堆存，能够满足有关规定

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宿迁科思、宿迁杰科及安徽圣

诺贝在核查期间均没有发生过环保事故，各公司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置基本符合

要求，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合理完善。宿迁科思、宿迁

杰科和安徽圣诺贝均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宿迁科思、宿迁杰科及

安徽圣诺贝均无环境纠纷及违法处罚情况；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了环境信

息公开；宿迁科思、宿迁杰科及安徽圣诺贝均按时进行排污申报，并交纳排污费；

原料、辅料及产品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禁用的物质，以及中国签署的国际

公约中禁用物质；现使用的工艺、运行的生产设施均不属于国家明令限制或者淘

汰的工艺、装置；生产过程中无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发行人总体符合生态环境部

《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

（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

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 号）以及《关于加强上市公

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8]24 号）的相关要求；本次募

集资金投向项目符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 

根据走访发行人生产子公司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

内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按规排放废水、废气，处置危险废弃物，按期缴纳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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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超标、超量排放的情形，未发生过环境污染、环保事故及投诉信访或其他

突发环境事件。 

本所律师查询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属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站公开信息，未

查询到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存在环境污染事故及重大违法行为的记录。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要

求。 

(2)报告期内，环保部门对发行人业务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时间 检查部门 检查次数 检查性质 

宿迁科思 

2016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环保分局 
6 日常现场检查 

2017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环保分局 
7 日常现场检查 

2018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环保分局 
4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市环保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2019 年 
宿迁市宿豫区生态环境局 3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市环保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杰科 

2016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环保分局 
5 日常现场检查 

2017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环保分局 
11 日常现场检查 

2018 年 宿迁市环保局 4 日常现场检查 

2019 年 
宿迁市生态环境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市宿豫区生态环境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安徽圣诺

贝 

2016 年 

马鞍山市监察支队 1 日常现场检查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环保

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2017 年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环保

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2018 年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环保

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2019 年 

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马鞍山市监察支队 2 日常现场检查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 

环保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3)报告期内，安监部门对发行人业务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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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时间 检查部门 检查次数 检查性质 

宿迁科思 

2016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安监分局 
4 日常现场检查 

2017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安监分局 
4 日常现场检查 

2018 年 

宿迁市宿豫区安监局 1 专项检查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安监分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市安监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2019 年 

宿迁市应急管理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市宿豫区应急管理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应急管理分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杰科 

2016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安监分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2017 年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安监分局 
4 日常现场检查 

2018 年 宿迁市宿豫区安监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2019 年 

宿迁市宿豫区应急管理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

管委会应急管理分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宿迁市应急管理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安徽圣诺

贝 

2016 年 
马鞍山市安监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安徽省省委安全督查组 1 日常现场检查 

2017 年 

安徽省政府安全考核检查

组 
1 日常现场检查 

马鞍山市安监局 2 日常现场检查 

2018 年 

安徽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清理行动检查

组 

1 专项检查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职业健康管理处 
1 职业卫生工作考核 

2019 年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1 调研督导安全工作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应急

管理分局 
1 日常现场检查 

经核查，报告期内环保及安监部门对发行人业务检查主要为所属主管环境保

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日常业务检查，发行人已通过了所属环保及安监部门

的历次检查，并按照环保及安监部门的检查意见进行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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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是否曾经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环境污染事故，

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回复： 

本所律师走访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并取得了

其出具的合规证明；检索了所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站公开信息；就

宿迁科思安监处罚事项取得了宿迁市宿豫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并

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安全生产事故或环

境污染事故等相关情况，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走访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及其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或环境

污染事故，亦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2)本所律师查询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

站公开信息，未查询到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安全生产事故或环境污染

事故及重大违法行为的记录。 

(3)2018 年 3 月，发行人境内控股子公司宿迁科思曾因作业前未进行动火分

析，未确认现场作业是否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生产、储存、使用部分危险物品未

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北厂区罐区一台空气呼吸器压力低于正常工作压力，不能

保证该空气呼吸器正常使用，被宿迁市宿豫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别处以罚款

30,000 元，60,000 元及 10,000 元，上述行政处罚合并处理，对宿迁科思处以罚

款 100,000 元。宿迁科思已缴清上述罚款，上述事项已经完成整改，并经复查验

收合格。 

根据《江苏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及

宿迁市宿豫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宿迁科思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其受到的上述行政处罚亦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发行人子公司宿迁

科思报告期内发生的上述安全隐患已经整改消除，并经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复查验

收合格。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子公司宿迁科思上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

或环境污染事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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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 8 

发行人部分非专利技术来源于合作研发。包括实际控制人在内的多名科思

股份董事、监事、高管曾任职于台湾恒桥。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合作

研发非专利技术的具体形成过程，合作双方关于非专利技术使用、后续研发的

相关安排，是否存在法律纠纷，说明该非专利技术对公司生产经营贡献，相关

产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占比；(2)核心技术形成过程，是否与实际控制人、核心

人员曾经任职单位相关，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相关规定的情形，说

明台湾恒桥相关基本情况，科思股份董事、监事、高管、其他核心人员在台湾

恒桥及其关联公司的任职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合作研发非专利技术的具体形成过程，合作双方关于非专利技术使用、

后续研发的相关安排，是否存在法律纠纷，说明该非专利技术对公司生产经营

贡献，相关产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占比 

回复： 

1、合作研发的非专利技术的具体形成过程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非专利技术涉及的相关协议，并取得了发行人关于非

专利技术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合作研发的非专利技

术具体如下： 

非专利技术名称 技术来源 主要应用产品 涉及研发人员 具体形成过程 

纳米研磨技术 合作研发 P-M 
刘启发、王荣、

王中孝、杨建 

发行人于 2015 年 12 月

开 始 与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AG 合作研究纳米研磨

技术，并于 2016 年 12

月将取得的研究成果

用于新型防晒剂产品

P-M 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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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利技术名称 技术来源 主要应用产品 涉及研发人员 具体形成过程 

格氏反应技术 合作研发 P-S 
刘启发、王荣、

王中孝、杨建 

发行人于 2015 年下半

年 开 始 与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AG 合作研究格氏反应

技术，并于 2016 年 12

月将取得的研究成果

用于新型防晒剂产品

P-S 的生产 

2、合作双方关于非专利技术使用、后续研发的相关安排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与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AG 签订的《合作开发协

议》及 P-S、P-M 产品《采购协议》，发行人与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AG 就

非专利技术的使用及后续研发的主要相关安排如下： 

(1)发行人与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AG 双方平等、不可分割地共同享有未

来知识产权。如上述双方共有的未来知识产权可以申请注册，则以协议双方名义

办理申请登记、维护以及续展。 

(2)协议双方均有权就协议项下一切研究和开发目的以及未来签署的供货协

议项下相关行为使用未来知识产权，上述权利仅限于合作项目的范围内及在协议

和未来签署的供货协议各自的履行期限内使用，并应包括许可另一方使用相关基

础知识产权且该基础知识产权应为各自使用未来知识产权或生产、制造产品所必

需的。上述许可应为世界范围内的、非独占的、不可转让的、免费的受限许可。 

(3)如协议根据约定终止或期满，或未来签署的供货协议根据相应条款终止

的，协议任何一方将许可另一方使用其所拥有的基础知识产权，且该等基础知识

产权必须为在合作领域利用未来知识产权事宜所必需的。上述许可应为不可撤销

的、永久性、世界范围内的、排他的、不可转让、无需许可费、且除被许可方的

关联方外不得转授权他人的受限许可。为避免歧义，协议双方确认，任何一方依

照前述条款许可另一方使用其基础知识产权的行为，并不禁止该方继续使用该基

础知识产权的自主权。 

(4)协议双方在协议终止或期满后五年内或是未来签署的供货协议终止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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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五年内，均不得将未来知识产权许可任何第三方。上述限制不妨碍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AG 将上述未来知识产权许可给一家为其或其关联方独家生

产协议项下产品的第三方，也不妨碍发行人在放弃生产协议项下产品的任何期

间，将上述未来知识产权许可给一家或其关联方独家生产协议项下产品的第三

方，上述许可均为世界范围内、排他性、不可转让的受限许可。 

根据发行人书面说明及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研发中心负责人，发行人纳米研

磨非专利技术及格氏反应技术已完成研发并处于工业化生产阶段，不涉及后续研

发安排。 

3、是否存在法律纠纷 

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DSM 公司访谈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南京审判网

（www.njfy.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

网（wenshu.court.gov.cn）及对主要搜索引擎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与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AG 不存在涉及诉讼等法律纠纷的情形。 

4、说明该非专利技术对公司生产经营贡献，相关产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占

比 

根据新《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合作研

发的非专利技术相关产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P-M 产品收入 963.19 1,602 209.77 0 

P-S 产品收入 4,649.84 10,356.86 2,585.44 0.14 

营业收入 57,101.38 97,182.61 71,096.88 60,868.76 

占  比 9.83% 12.31% 3.93% 0% 

 

(二)核心技术形成过程，是否与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曾经任职单位相关，

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相关规定的情形，说明台湾恒桥相关基本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其他核心人员在台湾恒桥及其关联公司的任职情况 

回复： 

1、核心技术形成过程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核心技术涉及的专利证书；以网络检索方式在国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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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局网站上查询了发行人核心技术涉及的专利情况；取得了发行人关于核心

技术形成过程的书面说明，核查了发行人核心技术的形成过程情况，具体情况如

下： 

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来源 主要应用产品 

涉及专利及非专

利技术 
形成过程 

高选择

性加氢

技术 

自主研发 
铃兰醛、异佛

尔醇（中间品） 

专利号：

201210072085.5 

201410166464.X

201410166788.3 

201510466884.4 

发行人从 2007年 3月开始研究酮类

和醛类化合物，以及含共轭双键化

合物的加氢技术，并于 2010 年 12

月将高选择性共轭双键加氢技术用

于合成香料铃兰醛的生产；于 2011

年 7 月实现了对甲氧基苯甲醛高选

择性加氢还原为醇的工业化生产；

于 2015年 5月将高选择性加氢技术

应于防晒剂中间体异佛尔醇的生产 

绿色氧

化反应

技术 

自主研发 

对叔丁基苯甲

醛、对叔丁基

苯甲酸、对甲

氧基苯甲醛 

专利号：

201210072085.5 

201410185362.2 

201410185353.3 

201510472432.7 

发行人一直致力于使用绿色氧化技

术获得所需的中间体或产品的工艺

研发，2009 年 5 月实现对甲氧基苯

甲醛中间体对羟基苯甲醛的工业化

生产；于 2010 年 12 月使用氧气氧

化、无卤催化技术实现了对叔丁基

苯甲酸的生产；并于 2016 年 1 月实

现铃兰醛中间体对叔丁基苯甲醛的

工业化生产 

Friedel-

Crafts

烷基化

反应技

术 

自主研发 对叔丁基甲苯 
专利号：

201410201122.7 

发行人 2012年 6月开始研究使用绿

色 催 化 剂 替 代 污 染 较 大 的

Friedel-Crafts 烷基化反应催化剂，

成 功 开 发 了 布 朗 氏 酸 催 化

Friedel-Crafts 烷基化反应技术，并

于 2016年 1月开始应于合成香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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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来源 主要应用产品 

涉及专利及非专

利技术 
形成过程 

间体对叔丁基甲苯的生产 

Friedel-

Crafts

酰基化

反应技

术 

自主研发 

2-萘乙酮、对

甲氧基苯乙

酮、合成茴脑、

对甲基苯乙

酮、对异丙基

苯乙酮 

非专利技术 

发行人一直致力于 Friedel-Crafts 酰

基化反应的研究，在减少催化剂用

量、催化剂副产化、提高产品选择

性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于

2001 年 9 月开始应用于 2-萘乙酮及

对甲氧基苯乙酮的生产，其后随着

新产线的建设，陆续应用于对甲基

苯乙酮、对异丙基苯乙酮、合成茴

脑的生产 

亚甲基

缩合反

应技术 

自主研发 

阿伏苯宗、铃

兰醛、对甲氧

基肉桂酸异辛

酯、对甲基苯

甲烯基樟脑、

依托立林 

专利号：

201210072085.5 

201310199604.9 

201310199162.8 

201310302581.X

201410166464.X

201410202349.3 

201510472432.7 

201610416679.1 

发行人于 2007年 3月开始研究亚甲

基缩合技术，并将取得的研究成果

于 2010 年 12 月应用于合成香料产

品铃兰醛的生产；于 2012 年 5 月分

别应用于防晒剂产品阿伏苯宗、对

甲氧基肉桂酸异辛酯和防晒剂中间

体依托立林的生产；于 2015 年 5 月

应用于防晒剂产品对甲基苯甲烯基

樟脑的生产 

醚化反

应技术 
自主研发 

双-乙基己氧

苯酚甲氧苯基

三嗪、对甲氧

基苯乙酮、对

甲氧基苯甲醛 

非专利技术 

发行人一直致力于研究酚类化合物

的醚化反应技术，于 2001 年 9 月应

用于对甲氧基苯乙酮生产；于 2009

年 5 月应用于对甲氧基苯甲醛生

产；于 2016 年 12 月实现了新型防

晒剂产品双-乙基己氧苯酚甲氧苯

基三嗪的生产 

酯化反 自主研发 对叔丁基苯甲 专利号： 发行人一直致力于绿色催化酯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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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

术名称 
技术来源 主要应用产品 

涉及专利及非专

利技术 
形成过程 

应技术 酸甲酯 201310199604.9 应技术的研发，并在布朗氏酸和固

体酸催化酯化反应方面取得突破性

成果，部分研究成果于 2010 年 5 月

应用于对叔丁基苯甲酸甲酯的工业

大生产 

MPV

化学还

原技术 

自主研发 合成茴脑 非专利技术 

发行人于 2012 年 3 月开始研究

MPV 化学还原技术，将取得的研究

结果于 2015年 5月应用于合成茴脑

的生产 

纳米研

磨技术 
合作研发 P-M 非专利技术 

发行人于 2015 年 12 月开始与帝斯

曼合作研究纳米研磨技术，并于

2016 年 12 月将取得的研究成果用

于新型防晒剂产品 P-M 的生产 

2、是否与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曾经任职单位相关，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违

反竞业禁止相关规定的情形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核心人员简历、劳动合同及社保缴纳记

录，并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恒桥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官网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资信报告》，检索了南京审判网

（http://www.njfy.gov.cn）等公开网站，并取得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

出具的承诺函，核查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曾经任职单位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未签署过保密协议及竞业禁止协议，曾经任职

单位亦未向其支付过任何关于保密协议及竞业禁止的经济补偿金，不存在违反竞

业禁止有关规定或违反竞业禁止约定的情形。 

台湾恒桥主要从事 UV 紫外光固化原料（光引发剂、单体、寡聚体）和工程

塑料添加剂（阻燃剂、抗氧剂、光稳定剂等）及其他特用化学原料的营销与市场

开发，发行人主要从事日用化学品原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化妆

品活性成分及其原料、合成香料等日用化学品原料，与台湾恒桥主营业务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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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没有关联性。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的访谈以及通过网络检索方式查

询了南京审判网（www.njfy.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zxgk.court.gov.cn）、

中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及公开搜索引擎，未查询到其他任何第

三方主体就发行人专利权或非专利技术提出的侵权主张。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已出具承诺函，确认其对曾经任职单位不存在

保密、竞业禁止义务，并承诺自行承担因涉及保密义务和/或竞业禁止义务而导

致的任何法律责任。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人员曾

经任职单位没有关联性，相关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相关规定的情形。 

3、说明台湾恒桥相关基本情况 

本所律师检索了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网站（findbiz.nat.gov.tw）及台湾财政部

税务入口网（www.etax.nat.gov.tw），查阅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资信

报告》及恒桥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chembridge.com.tw），核

查了台湾恒桥的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恒桥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EMBRIDGE INTERNATIONAL COR.） 

统一编号 86154215 

公司所在地 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 1 段 239 号 9 楼之 2 

资本总额（元） 12,000,000（台币） 

实收资本额（元） 12,000,000（台币） 

代表人姓名 郑建宗 

登记机关 新北市政府 

核准设立日期 1991 年 7 月 9 日 

所营事业资料 

国际贸易业；合成树脂及塑胶制造业；其他化学材料制造

业；涂料、油漆、燃料及颜料制造业；其他化学品制造业；

除许可业务外，得经营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业务 

营业状况 营业中 

股权结构 郑建宗持股 45%，郑敬熹持股 25%，郑扬叡持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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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监事 
董事：郑建宗（董事长）、郑敬熹及李姵彤 

监察人：郑扬叡 

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资信报告》，台湾恒桥主要从事各式特用

化学用品买卖业务，产品包括防火剂原料、塑化原料、高科技电子半导体特用化

学原料、橡/塑料添加剂系列及紫外线光硬化原料等，业务领域包括印刷电路板、

LCD 液晶面板、光学相关化学领域及汽车产业。 

根据台湾恒桥官方网站（http://www.chembridge.com.tw）披露，台湾恒桥自

1991 年成立于台北以来，即致力于特用化学技术原料的国内外营销与市场开发，

主要产品线为 UV 紫外光固化原料（光引发剂、单体、寡聚体）和工程塑料添加

剂（阻燃剂、抗氧剂、光稳定剂等）及其他特用化学原料(如硅烷、环氧应用及

更多特殊开发)，产品应用领域包括各种高端油墨、硬涂、薄膜/厚膜/光学膜、真

空电镀、电子产业及其相关供应链产业。 

4、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其他核心人员在台湾恒桥及其关联公司的任

职情况 

本所律师检索了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网站（findbiz.nat.gov.tw）及台湾财政部

税 务 入 口 网 （ www.etax.nat.gov.tw ） 及 恒 桥 产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官 网

（www.chembridge.com.tw）；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

企查查（www.qichacha.com）及香港注册处网上查询中心（www.icris.cr.gov.hk）

查询了台湾恒桥关联公司的相关信息；查阅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资信

报告》；查阅了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简历及填写的

调查问卷，并取得了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其他核心人员的书面确认，核查

了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在台湾恒桥及其关联公司的

任职情况，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台湾恒桥的关联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公司名称 

1 南京恒桥化学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2 东莞恒桥商贸有限公司 

3 恒桥股份有限公司 

4 南京启航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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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恒桥的基本情况详见本部分上文所描述，台湾恒桥的关联公司相关情况

如下： 

(1)南京恒桥化学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南京恒桥化学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053269812B 

法定代表人 郑敬熹 

住 所 南京市六合区宁六路 606 号 A 栋 318 室 

注册资本 165 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成立时间 2012 年 10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研发、

技术咨询，批发及相关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申请）。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限分支机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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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郑建宗持股 40%，郑扬叡持股 30%，郑敬熹持股 30% 

营业期限 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32 年 10 月 23 日 

董监事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郑敬熹    

监事：郑扬叡 

企业状态 在业 

(2)东莞恒桥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莞恒桥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6788507970 

法定代表人 郑建宗 

住 所 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胜和商住广场 A 座 14 楼 D2 号单元 

注册资本 300 万港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08 年 09 月 05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化工原料单体（二季戊四醇六丙烯酸酯）、紫外线吸

收剂、树脂（双酚 A 型大分子丙烯酸树脂）、相容剂（苯

乙烯接枝马为酸酐）的批发、进出口、咨询及售后服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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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化学危险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

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股权结构 恒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营业期限 自 2008 年 09 月 05 日至 2028 年 09 月 05 日 

董监事 
执行董事：郑建宗    

监事：郑扬叡 

企业状态 在业 

(3)恒桥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检索了香港注册处网上查询中心（www.icris.cr.gov.hk），恒桥股份

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恒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EMBRIDGE INTERNATIONAL CO.,LIMITED 

公司编号 1208117 

公司类别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郑建宗 

成立日期 2008 年 1 月 29 日 

公司现状 仍注册 

(4)南京启航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南京启航工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4759474535W 

法定代表人 郑建宗 

住 所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288 号 1904 室 

注册资本 50 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04 年 04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化工产品销售；

化工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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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东莞恒桥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100% 

董监事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郑建宗  

监事：袁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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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状态 注销 

注销日期 2017 年 08 月 28 日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旭明及监事魏琨曾在台湾恒桥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时间 职务及工作内容 

1 周旭明 1997 年 6 月至 1998 年 7 月 台湾恒桥南京办事处负责人 

2 魏琨 1997 年 9 月至 1998 年 7 月 台湾恒桥南京办事处业务经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周旭明、魏琨曾在台湾恒桥南京办事处任职外，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他核心人员不存在在台湾恒桥及其关联公司的任职

情况。 

三、问题 9 

关于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南京联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科思股份持股

30%的联营公司，科思股份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中周旭明、杨东生、夏露霞、

葛建军均曾在该公司任职。请发行人说明并补充披露：(1)南京联侨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汇天香港、NCC Enterprise Holding Limited、安徽联盛化学制品有限

公司、Grand Industrial (Hong Kong) Limited 等报告期内注销的关联公司股权

结构、实际控制人、注册时间、注册资本(实缴)、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存续期

间是否与科思股份构成同业竞争关系，报告期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是否存在

与科思股份使用共同的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的情形，是否存在人员、机构、

资产混同的情形；报告期内是否与科思股份发生关联交易，公司注销的具体原

因；(2)向南京联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必要性，采购的内容、数量、单价

及公允性，预付项下的货物是否退回，说明替代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金

额、数量、单价；核查科思股份与其关联交易是否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

序，交易条件是否公允；(3)与关联方各项资金拆借的资金用途、资金具体流向、

偿还资金来源；履行的审议程序、按照公允利率应确认的利息金额、实际确认

利息金额，对报告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及整改措施；逐项说明资金拆入、拆出事

项的是否涉及发行人客户或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代发行人支付成本费用的

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南京联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汇天香港、NCC Enterprise Holding 

Limited、安徽联盛化学制品有限公司、Grand Industrial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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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告期内注销的关联公司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注册时间、注册资本(实缴)、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存续期间是否与科思股份构成同业竞争关系，报告期资

产状况和盈利状况、是否存在与科思股份使用共同的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

的情形，是否存在人员、机构、资产混同的情形；报告期内是否与科思股份发

生关联交易，公司注销的具体原因 

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联侨生物、安徽联盛的工商档案；汇天香港、NCC 的设立

及注销文件；查阅了《NCC 法律意见书》；查阅了上述公司涉及的审计报告；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企查查进行了检索，就 NCC 公司及格兰德的

相关情况访谈了周旭明、郭静；并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说明及确认，核查了报告

期内注销的联侨生物等公司的相关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联侨生物 

注册时间 
2000年 09月

13 日 
注册资本 110万美元 实收资本 110万美元 

实际控制人 黄一德 
注册地 

（主要生产经营地） 
南京江宁滨江开发区铜井工业园 

股权结构 

L.C.UNITED CO., LTD 持

股 70% 

科思股份持股 30% 

主营业务 
对叔丁基苯甲醛等精细化工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精细化工研发；销售自研技术及自研样产品；并提供配套服务（国家限制类产

品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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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总资产 480.69 万元 

净资产 242.46 万元 

净利润 -35.86 万元 

报告期内是否与科思股份发生关联交易： 
是，于 2016 年收回 2012 年之前形成的预付联侨

生物采购款 5.5 万元 

公司注销的具体原因： 因常年业务停止，于 2017 年 7 月注销。 

根据联侨生物工商档案中 2011 年度年检报告载明，南京立诚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联侨生物已停止生产经营，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因联侨生物大股东 L.C. UNITED CO.,LTD 的负责人常年在境外生活，导致

联侨生物虽然已停止生产经营，但未及时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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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0 日，联侨生物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解散并进行清算。 

2017 年 7 月 12 日，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外商投资公司准予

注销登记通知书》，联侨生物注销登记已经核准。 

截至 2011 年末，联侨生物已停止生产经营。因常年业务停止，于 2017 年 7

月注销。报告期内联侨生物与发行人不存在使用共同的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

的情形，亦不存在人员、机构、资产混同的情形。联侨生物经营期间的产品与发

行人当时的产品不同，亦不属于同一行业面向同一市场的竞争关系；联侨生物注

销前，发行人仅持股 30%，未控制该企业，联侨生物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的

情形。 

2、汇天香港 

注册时间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1万港元 实收资本 1万港元 

实际控制人 周旭明 注册地 
HZ 2614, Unit 2, LG 1, Mirror 

Tower, 61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股权结构 科思香港持股 100% 主营业务 贸易 

经营范围：贸易 

报告期资产状况和盈利状

况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度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总资产 165.52 万元 0.32 万元 

净资产 160 万元 -- 

净利润 -130.62 万元 -41.76 万元 

报告期内是否与科思股份发生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为科思股份全资孙公司 

公司注销的具体原因 
业务已转移到科思香港，出于精简组织机构便于

管理的考虑，决定注销 

汇天香港为发行人全资孙公司，系发行人在香港设立的贸易平台，其销售渠

道、客户等受发行人的管理。由于发行人已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在香港设立子公

司科思香港，汇天香港相关业务已全部转移到科思香港。出于精简组织结构便于

管理的考虑，发行人决定注销汇天香港。根据《汇天香港法律意见书》，“汇天

香港已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注册撤销及解散，注销手续经商业登记署及公司注

册处审核及批准，注销手续及程序合法；汇天香港注销后不存在债务及欠税；汇

天香港注册撤销前，汇天香港及其董事没有任何官司案件（包括原告或被告）；

汇天香港注册撤销前未受到香港政府或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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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CC 公司 

注册时间 
2009年6月

23 日 
注册资本 5万美元 实收资本 0美元 

实际控制人 郭静 注册地 

Level 5, Development Bank of 

Samoa Building, Beach Road, 

Apia, Samoa 

股权结构 郭静持股 100% 主营业务 — 

经营范围：无特定业务范围（当地行政法规禁止及限制经营的业务除外） 

报告期资产状况和盈利状

况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总资产 0.08 万美元 

净资产 — 

净利润 — 

报告期内是否与科思股份发生关联交易： 否 

公司注销的具体原因： 

由于 NCC 公司自成立起，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

为避免关联交易及产生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已

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NCC 公司在报告期内无实际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不构成同业竞争关系。NCC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与发行人使用共同的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的情形，亦不

存在人员、机构、资产混同的情形，未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由于 NCC 公司

自成立起，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已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4、安徽联盛 

注册时间 2004-12-23  注册资本 12.5万美元 实收资本 12.5万美元 

实际控制人 项瞻波 
注册地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东关开

发区 

股权结构 

蒙城县中盛化学制品有限公

司持股 60% 

格兰德持股 40% 

主营业务 

塑料化学助剂，光稳定剂系列

产品和抗氧化剂系列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光

稳定剂944和抗氧化剂3114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塑料化学助剂，光稳定剂系列产品和抗氧化剂系列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 

报告期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 注 

报告期内是否与科思股份发生关联交易： 否 

公司注销的具体原因： 
由于近年来经营业务停滞，已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办理完毕注销登记手续 

注：安徽联盛因未及时年检，于 2012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安徽联盛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召开股东会，通过注销公司及成立清算组的决议，并就注销事宜向债权人进行了登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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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联盛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确认清算报告，安徽联盛资产总额、净资产、

负债总额及需要清偿的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保费用、税款、债务等均为零。2018 年 1

月 10 日，安徽联盛取得了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毫）登记企销字[2018]第 2 号《准

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安徽联盛成立于 2004 年，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塑料化学助剂，光

稳定剂系列产品和抗氧化剂系列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安徽联盛经营期间的

的产品与发行人当时的产品不存在上下游的关系，亦不属于同一行业面向同一市

场的竞争关系；安徽联盛注销前，格兰德仅持股 30%，未控制该企业，故不构成

同业竞争。 

安徽联盛于 2012 年因未年检被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吊销

未注销），已无生产经营活动。由于经营业务停滞，安徽联盛已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办理完毕注销登记手续。报告期内安徽联盛处于无经营状态，不存在与发

行人使用共同的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的情形；亦不存在人员、机构、资产混

同的情形。报告期内安徽联盛与发行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5、格兰德 

注册时间 2002-12-6 注册资本 1万港元 实收资本 1万港元 

实际控制人 
周旭明、郭

静 
注册地 

MNJ 2030 RM 1602 16/F 

OMEGA PLAZA 32 DUNDAS ST 

MONGKOK KL 

股权结构 
周旭明持股 50% 

郭静持股 50% 
主营业务 贸易 

经营范围：贸易 

报告期资产状况和盈利

状况 
注 

报告期内是否与科思股份发生关联交易： 

是，于2017年自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旭明先

生处收回与格兰德于2012年末结余的往来

款60.9万元（8.78万美元） 

公司注销的具体原因： 
因长期无经营业务，实际控制人为减少管理

成本，于2013年对其进行了注销 

注：格兰德已于 2013 年注销。 

格兰德主营业务为贸易。因长期无经营业务，实际控制人为减少管理成本，

于 2013 年对格兰德进行了注销。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格兰德与发行人不构成同业竞争，不存在

与发行人使用共同的销售渠道、客户、供应商的情形，亦不存在人员、机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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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混同的情形；除自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旭明先生处收回与格兰德的往来款 8.78

万美元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格兰德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 向南京联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必要性，采购的内容、数量、单

价及公允性，预付项下的货物是否退回，说明替代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

金额、数量、单价；核查科思股份与其关联交易是否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

程序，交易条件是否公允 

回复： 

本所律师查询了历史上发行人与联侨生物的交易情况，了解往来余额形成原

因，并取得了发行人的说明，核查了发行人与联侨生物采购的相关情况，具体核

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联侨生物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收回以前年度形成的预付联

侨生物采购款 5.5 万元。因联侨生物停止经营，发行人于 2016 年收回该款项。 

联侨生物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13 日，主要生产对叔丁基苯甲醛等精细化工产

品。发行人于 2012 年之前曾向其采购了少量对甲基苯甲酸及对叔丁基苯甲醛，

截至 2012 年末，发行人对联侨生物预付款账面余额为 5.5 万元。为避免关联交

易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发行人于 2016 年对该往来余额进行了清理。 

发行人历史上向联侨生物仅进行了少量采购，相关的采购频率和金额均较

小，未发生退回，不存在可比的替代供应商。发行人与联侨生物的关联交易虽未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但频率和金额较小，且发生在报告期外，不存在利益输送或

侵害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利益的情形。报告期内，因联侨生物停止经营，发行人

为规范关联交易及清理关联方往来余额而收回了该部分款项，不存在关联交易非

关联化的情形。联侨生物已于 2017 年 7 月注销，发行人与其不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 

 

(三)与关联方各项资金拆借的资金用途、资金具体流向、偿还资金来源；履

行的审议程序、按照公允利率应确认的利息金额、实际确认利息金额，对报告

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及整改措施；逐项说明资金拆入、拆出事项是否涉及发行人

客户或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代发行人支付成本费用的情形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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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与关联方间的借款合同，资金往来凭证，关联

交易审议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了解发行人与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具

体核查情况如下： 

1、发行人与关联方各项资金拆借的资金用途、资金具体流向、偿还资金来

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格兰德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收回格兰德与汇天香港的往来

款，非报告期内新增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拆借具体流向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人 关联方名称 借入金额 借入日期 归还日期 

发行人 科思投资 200 2016.5.30 2016.6.17 

发行人 科思投资 100 2016.6.7 2016.6.17 

发行人 科思投资 500 2017.5.26 2017.8.2 

发行人 科思投资 1,000 2017.5.26 2017.8.30 

发行人 科思投资 450 2017.10.16 2017.12.21 

发行人 科思投资 400 2017.10.23 2017.12.21 

发行人 科思投资 150 2017.10.26 2017.12.21 

发行人 科思投资 800 2017.12.5 2017.12.21 

科思投资 发行人（借出方） 33.20 注 注 

发行人 上海盛宇 500 2016.7.15 2016.7.22 

发行人 上海盛宇 2,000 2017.12.15 2018.3.7 

发行人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2016.11.21 2016.12.16 

注：该笔资金拆借发生于 2016 年度，由多笔构成，金额较小且借款时间较短；主要原

因系科思投资有零星较为紧急的资金付款需求。 

2016 年及 2017 年间，发行人境内控股子公司陆续实施了 RET 建设项目、

新增 4,500t/a 防晒系列产品、废气 RTO 处理装置项目、年产 2,500 吨依托立林技

改项目等一系列投资项目，导致流动资金偏紧，向关联方临时拆借，且均在较短

时间内返还。发行人主要通过销售回款资金偿还拆借款项，随着发行人销售规模

的不断扩大，经营积累不断增加，2018 年起已无新增关联方资金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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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履行的审议程序、按照公允利率应确认的利息金额、实际确认利息金额、

对报告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及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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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借款人 关联方名称 借入金额 借入日期 归还日期 
借款天

数 

借款利

率 

实际

确认

利息 

按公

允利

率应

计利

息 

履行审议程序 

发行人 科思投资 200 2016.5.30 2016.6.17 18 注 1 注 1 0.49 一届二十次董事

会、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确认 发行人 科思投资 100 2016.6.7 2016.6.17 10 注 1 注 1 0.14 

发行人 科思投资 500 2017.5.26 2017.8.2 68 4.35% 4.05 4.66 

一届九次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发行人 科思投资 1,000 2017.5.26 2017.8.30 96 4.35% 11.44 13.15 

发行人 科思投资 450 2017.10.16 2017.12.21 66 4.35% 3.65  4.07 

发行人 科思投资 400 2017.10.23 2017.12.21 59 4.35% 2.91  3.23 

发行人 科思投资 150 2017.10.26 2017.12.21 56 4.35% 1.04  1.15 

发行人 科思投资 800 2017.12.5 2017.12.21 16 4.35% 1.72  1.75 

科思投资 发行人（借出方） 33.20 2016 年 2016 年 注 2 注 2 注 2 注 2 一届二十次董事

会、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确认 发行人 上海盛宇 500 2016.7.15 2016.7.22 7 注 3 注 3 0.49 

发行人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2016.11.21 2016.12.16 25 6% 4.17 3.47 

一届五次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发行人 上海盛宇 2,000 2017.12.15 2018.3.7 82 6% 27.33 22.78 

一届十二次董事

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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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该笔资金拆借金额较小且借款时间短，未计算利息。 

注 2：该笔资金拆借发生于 2016 年度，由多笔构成，金额较小且借款时间较短，故不测算

应计利息；主要原因系科思投资有零星较为紧急的资金付款需求，故未计算利息。 

注 3：该次资金拆借时间较短，未计算利息。 

上表中采用发行人平均银行借款利率 5%为公允利率测算应计利息。 

在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由于尚未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部分关

联借款期间较短，金额较小，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但该部分借款用途为补充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未侵害发行人利益，且前述资金拆借已经 201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发行人于 2017 年向关联方科思投资拆入的资金利率为 4.35%

（约定一年按 365 天计算），与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相同，接近公

允利率；发行人于 2016 年及 2017 年向上海盛宇及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拆入的资金利率为 6%（约定一年按 360 天计算），相比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利率略高，考虑到资金拆借方为外部股东及其关联方，该定价利率较为公

允。 

发行人于 2016 年向科思投资拆入的资金按公允利率 5%计算的应计利息合计为

0.63 万元，实际未支付利息；于 2017 年向科思投资拆入的资金按公允利率 5%计算

的应计利息为 28.01 万元，实际支付利息为 24.81 万元，二者差异金额较小。 

发行人于 2016 年向上海盛宇拆入的资金按公允利率 5%计算的应计利息为 0.49

万元，实际未支付利息；发行人于 2016 年向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拆

入的资金按公允利率 5%计算的应计利息为 3.47 万元，实际支付利息为 4.17 万元，

二者差异金额较小；发行人于 2017 年向上海盛宇拆入的资金按公允利率 5%计算的

应计利息为 22.78 万元，实际支付利息为 27.33 万元，二者差异金额较小。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对重大关联方借款按约定利率进行计息并支付，少数金额

较小且时间短的借款未计息，对发行人报告期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之后，公司陆续建立了完善的《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定价、授权、审批、执行以及信息披露

做了明确的规定，保证了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订立的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确保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严格执行上述有关制度，

清理、规范了关联交易，原关联方资金拆借在报告期内均已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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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拆入、拆出事项是否涉及发行人客户或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代发

行人支付成本费用的情形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拆入、拆出事项均不涉及发行人

客户及供应商，主要系由于发行人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导致流动资金偏紧，

为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向关联方临时拆借一定数额款项，不存在发行人关

联方代发行人支付成本费用的情形。 

 

四、问题 10 

发行人前身南京碟界于 2000 年 4 月成立，由周久京及其女婿杨东生设立，二

人出资实际由周旭明控制的企业南京恒桥、南京科圣代垫。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

露：(1)发行人设立时代垫出资的原因及合理性；(2)发行人设立时是否存在委托持股，

发行人股权是否清晰。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设立时代垫出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前身南京碟界工商档案，书面审查了 2000 年 4 月设立验

资报告及实缴凭证，并对周久京、杨东生及周旭明进行了访谈，核查了南京恒桥、

南京科圣代垫出资的原因，具体情况如下： 

1、2000 年 4 月，发行人前身南京碟界设立时，周旭明控制的企业南京恒桥为

周久京代垫出资 14.6 万元，为杨东生代垫出资 20.4 万元。 

周久京系周旭明父亲，杨东生系周久京女婿。周久京曾先后在江苏省农药所南

京农药厂、金坛市花山化工厂等化工企业担任厂长、总工程师等职务，在化工行业

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及行业资源，2000 年退休后，基于对国内化工行业发展的良好

预期，希望从事化工贸易行业，但产品方向与南京恒桥、南京科圣不同，故选择与

其女婿杨东生共同出资设立南京碟界。由于当时《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有最低限额要求，周久京以实物出资 16.02 万元，剩余的出资资金短时间内筹集

困难，但又必须实缴验资后才能办理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为了尽快完成公司设立

开展业务，基于与周旭明的近亲属关系，委托南京恒桥进行了代垫出资。 

2、2000 年 9 月，发行人前身南京碟界增资时，周旭明控制的企业南京恒桥为

周久京代垫出资 70 万元，南京科圣为杨东生代垫出资 80 万元。 

南京碟界设立后，主要从事对叔丁基甲苯的国内贸易，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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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及客户对注册资本的要求，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已不能满足经营需求，股东协

商一致增资到 250 万元，其中周久京以自有资金出资了 50 万元，剩余的出资资金在

短时间内筹集困难，根据当时《公司法》的规定必须实缴验资后才能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基于与周旭明的近亲属关系，委托南京恒桥、南京科圣进行了代垫出资。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时南京恒桥、南京科圣代垫出资原因具有

合理性。 

 

(二)发行人设立时是否存在委托持股，发行人股权是否清晰 

回复： 

本所律师对周久京、杨东生及周旭明进行了访谈，查阅了杨东生的还款凭证；

书面审查了周久京、杨东生出具的持股承诺书，取得了南京科圣的书面确认及周旭

明的承诺函，检索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

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核查了发行人设立时周久京、杨东生持股的相

关情况，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根据本所律师对周久京、杨东生的访谈，其对南京碟界的出资均是真实意思表

示，与周旭明、南京恒桥、南京科圣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南京碟界设立后，周久京、杨东生一直在发行人处工作并历任执行董事、监事、

副总裁等重要职务，在发行人早期业务经营、业务整合、业务扩展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基于二人与周旭明的近亲属关系及历史上的贡献且南京恒桥已注销，周旭

明放弃要求周久京、杨东生分别归还南京恒桥 84.6 万元、20.4 万元的代垫出资款。 

经本所律师访谈南京恒桥注销时的股东及周旭明出具的承诺函，对周久京、杨

东生在南京碟界 2000 年 4 月设立及 2000 年 9 月增资时认缴并实际登记取得的股权

和权属无异议，不会因代垫出资款事项对发行人股份权属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与周

久京、杨东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杨东生已归还南京科圣的代垫出资款。南京科圣亦已出具确认函，确认杨东生

已归还其代垫的出资款，涉及因代垫出资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终结，对杨东

生在南京碟界 2000 年 9 月增资时认缴并实际登记取得的股权和权属无异议，不会因

代垫出资款事项对发行人股份权属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与杨东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 

周旭明、南京科圣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在发行人前身南京碟界设立及 2000 年 9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1-3-46 

 

月增资时，周旭明、南京恒桥及南京科圣与周久京、杨东生不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

利益安排。 

根据周久京、杨东生出具的持股承诺书，其目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系合法持

有，股权清晰，不存在任何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不存在任何转让、委托他

人管理等安排，亦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本所律师检索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

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及企查查（https://www.qichacha.com/）及通过公

开搜索引擎查询，未查询到周久京、杨东生持有的发行人股权存在涉及诉讼等法律

纠纷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时不存在委托持股，发行人股权清晰。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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