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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岩大地”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境

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的中国法律顾问。本所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宜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出具了《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关于北京中

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出具了《关

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

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出具了《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出具了《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出具了《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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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

市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鉴于发行人对财务报表进行了其他会计调整，且发行人所聘请的审计机构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重新出具了《审计报

告》（XYZH/2020BJA80002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经复核，本所律师

需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中涉及的财务数据及相关表述进行修改，据此，本所现出具《关于北京中岩

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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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的内容仍然有效。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的前

提、假设、承诺和声明以及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同于《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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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发行人会计更正事项 

（一）发行人会计更正事项 

2020 年 4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工

程结算会计处理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前期按经客户和监理确认的已完工工作

量全额核算“工程结算”和“应收账款”；经论证，公司将“工程结算”的会计

处理更正为根据建造合同约定向客户办理结算的金额确认施工过程中的工程结

算和应收账款，以使公司的会计信息与同行业多数上市公司更加具有可比性，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会计法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实际

经营状况。就此，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就“工程结算”的会计处理进行了会计差

错更正，并重新编制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度财务报表（以下简称“会计更

正事项”）。 

上述会计更正事项及前次股份支付调整事项对发行人报告期净资产、净利润

的影响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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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2,606.96 1,535.94 892.28 

净利润 1,071.02 643.66 228.20 

累计影响金额占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资产比例 
5.40% 4.11% 3.68% 

累计影响金额占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比例 
9.09% 7.53% 4.55% 

累计影响金额占扣非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 
9.17% 7.69% 4.41% 

信永中和对上述会计更正事项进行了确认，并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

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重新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XYZH/2020BJA80002 号）。 

（二）发行人会计更正事项对本次发行上市条件的影响 

信永中和对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

净利润孰低的方式计算）分别为 5,241.47 万元、9,010.28 万元和 12,747.32 万元。

本所认为，发行人连续三年盈利，财务状况良好，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

券法（2019 年修订）》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下

列条件： 

（1）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合计（合并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计算）均为正数且累计超

过 3,000 万元，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营业收入（合并数）分别为 39,162.92

万元、75,868.53 万元及 102,364.92 万元，累计超过 30,000 万元，符合《首发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7,288.1484 万

元，发行人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

条第（三）项的规定； 

（4）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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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未高于 20%，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

项的规定； 

（5）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第（五）项的规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具备的其他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未

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会计更正事项不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条件。 

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重要事项的更新和补充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受到一项行政处罚。北京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以下简称“北京市住

建委”）于 2020 年 3 月 4 日下发京建法罚简（市）字[2020]第 020049 号行政处

罚决定，以公司未严格按照建筑业安全作业标准进行施工，违反了《北京市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有关规定为由，对公司罚款 1,000 元。

公司已缴纳了上述罚款。 

根据《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三

条规定，未严格按照建筑业安全作业规程或者标准进行施工，造成事故隐患的，

由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根

据《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第四章的相关规定，根据相关违法违规

行为种类及程度，可根据情况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等不同金额的行政罚款，

公司本次处罚依据的第三十一条属于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处罚类别，不属于

金额较大的行政处罚。上述行政处罚为行政机关以简易程序作出，处罚金额为

1,000 元，属于《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

实施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较低值，不构成所规定的情节严

重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所受到的该项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该处罚

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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