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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一） 

  

京天公司债字（2020）第 014-2 号 

致：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本所担任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中国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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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为公司本次发行出具了京天公司债字（2020）第 014 号《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下称“《法律意见》”）、京天公司债字（2020）第 014-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合称“原律师文件”）并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 

依据深交所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审核函〔2020〕020051 号《关于常

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

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提及的相关法律事项，本所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原律师文件的补充，并构成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本所在原律师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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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原律师文件中有关用语释

义的含义相同；原律师文件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请

材料一起上报。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1： 

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 7.5 亿元，用于年产 12,000 吨环保型光引发剂、年产

50,000 吨 UV-LED 高性能树脂等相关原材料及中试车间项目，上述项目总投资

共 10.97 亿元，主要包括机电设备购买、安装费用 67,037.79 万元等。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业

务的联系与区别；如属于扩大既有业务的，请补充披露既有业务的发展情况，

产能利用率、产销率，并结合最终产品的成本差异、在手订单、市场需求及未

来发展预期，补充披露扩大业务规模的必要性，新增产能是否能够得到消化；

如属于扩展新业务，请结合发展战略及项目实施前景，补充披露拓展新业务的

原因，对新业务与现有业务的协调安排，新业务是否需要持续资金投入、短期

无法盈利以及既有业务无法得到充分资金投入的风险，如有，请补充披露相关

风险；（2）请结合公司目前在募投项目所涉及的技术、专利、人员、研发等方面

的准备情况，披露是否存在技术升级迭代、研发失败、技术专利许可或授权不

具排他性、技术未能形成产品或实现产业化等风险，如是，请充分披露相关风

险；（3）结合 2018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进展不及预期的原因，

披露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强力光电材料公司是否同样可能存在因

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相关手续办理无法及时完成的情形、或者存在其他导致项目

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如有，请充分披露相关风险；（4）请结合项目总投资

的具体支出情况，披露各项投资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数额明细，截至本次

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的投资进度，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包括上述日期前已投入

资金，募集资金投资构成是否包含已投入资金项目或非资本性支出情形；（5）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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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机电设备购买、安装费用 67,037.79 万元的具体投向，是否从国外进口指定型

号设备，国际贸易摩擦是否影响关键设备采购，如是，请充分披露相关风险；（6）

发行人 2019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显示，在建工程中“强力光电-年产 12,000

吨环保型光引发剂及年产 50,000 吨 UV-LED 高性能树脂等相关原材料及中试车

间项目”账面价值为 4,125.18 万元；递延收益中上述项目相关的新增政府补助金

额为 4,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拟投入资金测算是否包括已获得或预计获得的政府

补助等资金。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就前述问题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本所出具如下意见： 

一、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业务的联系与区别；如属于

扩大既有业务的，请补充披露既有业务的发展情况，产能利用率、产销率，并

结合最终产品的成本差异、在手订单、市场需求及未来发展预期，补充披露扩

大业务规模的必要性，新增产能是否能够得到消化；如属于扩展新业务，请结

合发展战略及项目实施前景，补充披露拓展新业务的原因，对新业务与现有业

务的协调安排，新业务是否需要持续资金投入、短期无法盈利以及既有业务无

法得到充分资金投入的风险，如有，请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核查，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为“年产 12,000 吨环保

型光引发剂、年产 50,000 吨 UV-LED 高性能树脂等相关原材料及中试车间项目”

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年产 12,000 吨环保型光引发剂、年产 50,000 吨 UV-LED

高性能树脂等相关原材料及中试车间项目”的产品主要为可适配采用 UV-LED

作为光源的新型光固化原材料，为公司新扩展业务。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业务的联系与区别如下： 

1）项目新增产品对应公司现有业务中“其他用途光引发剂”的应用领域 

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新增产品主要为环保型光引发剂及 UV-LED 高性能

树脂及单体等原料，其中环保型光引发剂具体包括：环保型小分子光引发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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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型大分子光引发剂、阳离子光引发剂等共计 12,000 吨/年；UV-LED 高性能原

料主要包括光固化配方用单体、树脂、色浆等共计 50,000 吨/年。 

上述产品为 UV-LED 作为光源的新型光固化原材料，其下游终端客户主要

为油墨、涂料等行业生产商，与公司现有业务中“其他用途光引发剂”的下游行

业相同。 

2）项目新增产品为公司现有业务产品的升级 

公司现有“其他用途光引发剂”产品为目前使用量较多但较为传统的 UV涂

料、油墨光固化材料，部分该类传统光固化材料存在迁移性、生殖毒性等问题，

同时 UV 光固化材料使用的高压汞灯也存在汞泄露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产品所适用的 UV-LED 光固化技术更符合现代工业所倡

导的高效、节能、环保理念。随着联合国环境署《水俣条约》的实施，在整车制

造、电子材料加工、食品包装及家装等领域，传统光固化用高压汞灯将逐渐被

UV-LED 光源所替代。 

 

二、请结合公司目前在募投项目所涉及的技术、专利、人员、研发等方面

的准备情况，披露是否存在技术升级迭代、研发失败、技术专利许可或授权不

具排他性、技术未能形成产品或实现产业化等风险，如是，请充分披露相关风

险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核查，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

产品主要为环保型光引发剂及 UV-LED 光固化材料配套树脂及单体产品，公司已

取得多项相关专利及提交相关专利申请，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开展作了较好的专利

准备。相关专利/专利申请情况详细如下： 

编

号 
专利名称 

申请 

状态 
简要介绍 

1 
酮肟酯类光

引发剂 
已授权 

本发明酮肟酯类化合物有部分的物质结构在紫外吸收图谱中与

OXE-有的明显红移，在 365nm 有较大吸收，可实现 LED 冷光

源作为激活光源使用，本发明的应用性能(感光度、热稳定性、
溶解性)比现有的OXE-02 的应用性能好。 



 

4-1-2-6 

编
号 

专利名称 
申请 

状态 
简要介绍 

2 

一种二苯硫
醚酮肟酯类

光引发剂及

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已授权 

该光引发剂应用性能优异，应用于感光组合物时具有特别高的感

光性能，尤其是在 LED 光源激发下也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感光活
性，明显优于现有光引发剂，在能耗、光源稳定性和操作安全性

上都体现出了巨大优势。 

3 

一种咔唑酮

肟酯类高感
光度光引发

剂 

已授权 

该光引发剂应用性能优异，具有特别高的感光性能，特别是在

LED、LDI 等曝光灯源下表现出了很高的感光活性，明显优于现

有产品。 

4 

一种含硝基
双肟酯类光

引发剂及其

制备方法和
应用 

已授权 

该光引发剂在储存稳定性、感光度、显影性和图案完整性等方面

应用性能优异，与单波长的 UV-LED 光源有很好的适配性，在

UV-LED 照射下表现出了明显优于现有光引发剂的感光性能 

5 

一种含肟酯

类光引发剂
的感光性组

合物及其应

用 

已授权 

本发明中作为组分（C）的肟酯类光引发剂与组分（A）和（B）

具有很好的适配性。通过这些组分的组合，所得组合物具有非常
好的存储稳定性，不仅适用于普通光源，而且在 LED 光源及镭

射光源照射下具有非常高的感光度，在很低的曝光剂量下就可以

很好的交联固化，且固化效果极佳。 

6 

一种适用于

UV-LED 光

固化体系的
增感剂 

已授权 

本发明公开一种能够适用于 UV-LED 光固化体系的增感剂，其

结构如式（I）所示。该增感剂与现有光引发剂有很好的适配效

果，能够显著提升 UV-LED 光源照射下的固化效率，具有优异
的应用性能，有助于UV-LED 光固化技术的推广和发展。 

7 

一 种 用 于

UV-LED 光
固化的增感

剂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已授权 

本发明公开一种用于 UV-LED 光固化的增感剂，具有如式(I)所

示的化学结构。该增感剂与现有光引发剂有很好的适配性，应用

于光固化组合物时能够显著提升 UV-LED 光源照射下的固化效
率，具有优异的应用性能。 

8 

一种蒽系增

感剂及其在

UV-LED 光
固化体系中

的应用 

已授权 

该增感剂与现有光引发剂有很好的适配性，应用于光固化组合物

时能够显著提升 UV-LED 光源照射下的固化效率，应用性能优
异，从而有助于UV-LED 光固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9 

一种含硝基
咔唑肟酯类

光引发剂及

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已授权 

本发明公开一种具有如通式(I)所示结构的含硝基咔唑肟酯类光

引发剂。相比于现有同类光引发剂，该光引发剂通过局部结构的
改进，能够明显提高溶解性能，感度亦有所提升，在汞灯和

UV-LED 灯光源下的应用性能优异。 

10 

一种应用于
LED 光固化

的可固化组

合物 

申请中 

本发明公开一种应用于 LED 光固化的可固化组合物，包括具有

如式(I)所示结构和/或以式(I)化合物为主要结构的蒽酯类增感
剂、包括至少一种含不饱和双键化合物和/或至少一种含环氧基

化合物的反应型化合物、和光引发剂。该组合物在 LED 光源激

发下固化速度非常快，显影性和图案完整性佳，在基材上的附着
力强，有利于 LED光固化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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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专利名称 
申请 

状态 
简要介绍 

11 

一种光固化

性粘接剂在
偏振板制作

中的应用 

申请中 

本发明公开一种光固化性粘接剂在偏振板制作中的应用，所述的
光固化性粘接剂包括蒽酯类增感剂、聚合性化合物和光引发剂。

通过调整组分，该应用可适用于阳离子体系、自由基体系、和阳

离子-自由基混杂体系，在高压汞灯和 UV-LED 光源下均能很好

的固化，固化速度理想，并且固化后光学透过率高、粘合性好。 

12 

一种感光性

树脂组合物

作为可 LED

固化OCA的

用途 

申请中 

本发明公开一种感光性树脂组合物作为可 LED 固化 OCA 的用

途，所述组合物包含蒽酯类增感剂、可光固化的低聚物、黏度调
节用单体和光引发剂。通过组分调整，可适用于自由基、阳离子

或混杂固化体系，均具有良好的 LED 固化性，成本低，作为 OCA

使用时胶黏性佳，胶层厚度灵活可控，固化后胶膜的透明性和耐

黄变性能优异。 

13 

一种感光性

树脂组合物

在制造印刷
线路板中的

应用 

申请中 

一种感光性树脂组合物在制造印刷线路板中的应用，所述的感光

性树脂组合物包含蒽酯类增感剂、反应型单体、光引发剂和任选
地碱溶性树脂，各组分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对汞灯和 LED 光源

感光度高，显影性优异，且固化后膜层分辨率好，附着力强，具

有极佳的耐化学药品性能，非常有益于印刷线路板的工业化制

造。 

14 

一种多酮肟

酯类光引发
剂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申请中 

该产品感光性能优异，不易迁移，对单波长的 UV-LED 适用性

好，即使在含有染料的固化体系中也有非常良好的表现，具有明

显优于现有同类光引发剂的感光性能。 

15 

感光性树脂

组合物及其
应用 

申请中 

本发明的该感光性树脂组合物不仅在储存稳定性、显影性和光灵
敏性等方面性能优异，而且与同类相比，表现出更高的耐热性，

最关键的是可与紫外-可见光发射的LED等光源有良好的匹配，

体现出极好的感光度。 

16 

光致抗蚀剂

组合物、其图

案形成方法
及应用 

申请中 

本发明的该光致抗蚀剂组合物对 365-435nm 的 LED光源具有高
敏感度，光谱范围广，并且该光致抗蚀剂组合物保存稳定性优良、

灵敏度高，透明性佳。 

17 

阳离子光固

化组合物及
其应用 

申请中 
该阳离子光固化组合物对 LED 固化光源具有极佳的响应、固化

速度快，且固化膜硬度高等优点。 

18 

阳离子光固

化组合物及
其在光固化

领域中的应

用 

申请中 

相比于现有的阳离子光引发剂，该阳离子引发剂的吸收峰能够与
LED 固化光源进行很好的匹配，这有利于缩短阳离子光固化组

合物对固化光源的响应时间 

经本所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就前述表格中相关专利取得权属证

书，或已提交相关专利申请。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下所

使用专利技术均为自有，不存在技术专利许可或授权不具排他性的问题。 

 

三、请结合项目总投资的具体支出情况，披露各项投资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的数额明细，截至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的投资进度，本次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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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包括上述日期前已投入资金，募集资金投资构成是否包含已投入资金项目

或非资本性支出情形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内容不包括本次发行董事会决

议日前已投入募投项目的相关项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置换董事会决

议日前已使用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四、发行人 2019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显示，在建工程中“强力光电-

年产 12,000吨环保型光引发剂及年产 50,000吨 UV-LED高性能树脂等相关原材

料及中试车间项目”账面价值为 4,125.18 万元；递延收益中上述项目相关的新增

政府补助金额为 4,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拟投入资金测算是否包括已获得或预计

获得的政府补助等资金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及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苏发改高技发

[2019]887 号），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12,000 吨环保型光引发剂及年产 50,000

吨 UV-LED 高性能树脂等相关原材料及中试车间项目”正式入选省级专项资金

投资项目清单并获专项资金 4,000 万元。根据公司说明，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测算已扣除项目所获前述政府补助金额 4,000 万元。 

（以下无正文） 

 



 

4-1-2-9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之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李怡星               

 

                                                                  

高  霞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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