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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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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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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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以下简称“报

告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出具了《审计报告》

（XYZH/2020BJA80002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发行人《招股说明书》

和其他相关申报文件也发生了部分修改和变动。本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事实

材料，对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并就《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有关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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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1097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反馈问题回复的内容涉及更新情况作进一步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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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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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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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发行人基本情况的更新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 董事会的批准 

2019 年 8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修订<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

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 1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延长公司有关发行上市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提议股东大会将有

关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决议有效期自到期之日起再延长 12 个月，以及将有关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

事宜决议有效期自到期之日起再延长 12 个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 股东大会的批准 

2019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修订<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

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对本次发行上市中关于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回购、

增持价格范围进一步细化，明确为实施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最近一

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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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对本次发行上市公开发行股票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数额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

集资金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工程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10,030.00 10,030.00 

2 环境修复项目 4,190.12 4,190.0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790.77 3,790.00 

4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2,203.88 2,2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51,708.20 51,633.75 

合计 71,922.97 71,843.75 

2020 年 2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延长公司有关发行上市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批准将有关本次

发行上市方案决议有效期自到期之日起再延长 12 个月，以及将有关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事宜决

议有效期自到期之日起再延长 12 个月。 

经审慎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就本次

发行上市中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调整、本次发行上市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调

整、本次发行上市方案以及有关对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发行上市事宜授权的延期

事项进行审议和批准，相关决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

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的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

依法发起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有关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

发行人具备以下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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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证券法》和《公司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有关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规定的如下实质性条件： 

1、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

程》的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了独立董事、职工代表监事，

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在总经理

下设若干职能部门。 

本所认为，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经审阅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本所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

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

验，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信永中

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

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

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且经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即原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及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本总额为 7,288.1484 万元，不少于 3,000 万元，符合

《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5、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股份总数为 7,288.1484 万股，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24,293,828

股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不低于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25%，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

的股票仅限于人民币普通股一种，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每股发行价格和条件

相同，任何单位或个人认购股份，每股支付相同价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

十六条的规定。 

（二） 《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有关报告，并经本所查验，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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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具体如下： 

1. 主体资格 

发行人具备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主体资格，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八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 

2. 规范运行 

（1）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

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的规定。 

（2）经查验，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发行人为本次发

行上市聘请的辅导机构组织的辅导，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

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首发管

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3）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监会网站披露的《市场禁入决定书》、《行政

处罚决定书》及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监管与处分记录等公众信息及通过互联网

进行检索，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

资格，且不存在《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①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②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 

③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鉴证报告》（XYZH/2020BJA80003 号）（以下简称“《内控报告》”）、

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

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 

（5）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信永中和出

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不存在《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八

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①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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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②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

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

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

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④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⑤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⑥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6）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已明确对外

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境

内控股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7）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建立

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截至报告期末，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3. 财务与会计 

（1）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

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

定。 

（2）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控报告》，发行人根据财政部颁

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范建立的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 

（3）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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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内控报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是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

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

政策，未随意变更，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5）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

查验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已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

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6）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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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的规定。 

（8）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及发行人出

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及发行人的涉诉情况，

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

或有事项，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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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全体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

报文件中不存在《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①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②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③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10）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

师查验，发行人不存在《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

的情形： 

①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

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②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

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③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④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

资收益； 

⑤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

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⑥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除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外，已符合

《证券法》、《公司法》及《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 发行人的独立性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及机构均独立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本所在专业范围内所能作出的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

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仍符合发行上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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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相关要求。 

五、 发行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王立建，发行人其余股东亦未发生变化，发

行人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现有股东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或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具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行人股东的资格。 

六、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 

（二） 发行人的资质证书 

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披露，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取得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颁发的工程设计环境工程专项（污染修复工程）乙级资质，

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19 日，可承担与专业类别相一致的中型及以下环境工程设

计。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取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北

京市住建委”）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为：D211086977），该证有

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载明的许可范围为：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即环保工程专业承包等级由贰级变更为壹级）。 

根据发行人持有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就其经营范围取得

了建筑业企业相关的资质与许可，其生产经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 境外业务 

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披露，发行人通过其子公司中岩大地（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岩香港”）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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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越南”）胡志明市出资设立了一家新的控股子公司，即指南针岩土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指南针公司”），中岩香港持有该公司 70%的股权。

发行人的境外控股子公司中岩香港为一家持股公司，而指南针公司尚未开始具体

业务。 

（四） 主营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从事岩土工程，主营业务最近三年没有发生变

化。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9,095.64

万元，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75,804.83 万元，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102,359.29

万元，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均高于 90%；发行人主营业务利润占

利润总额的比例均高于 90%。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发行人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发行人的营业期限为长期。截至

本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导致其持续经营发生障碍的情形。 

七、 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发行人的关联方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除了新增一家控股子公司指南针公司外，发行人未增加其他新的关联方。 

（二）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核查，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

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公司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公司不存在向关

联方拆入拆出资金、关联方担保等偶发性关联交易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的关

联交易审批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与《关联交易管理与决策制度》所规定的决

策权限等规定的情况，公司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发行人的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除发行人及其控制企业之外，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控制其他企业。本所认为，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5-1-3-11 

（四） 发行人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事项的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已对有关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或措施予以充分披露，不存在故意隐瞒或重大遗漏。 

八、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 子公司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发行人新增一家控股子公司指南针公司。根据公司提供的其境外投资的资料

以及公司所聘请越南律师 CÔNG TY LUẬTt TNHH T&T.（T&T LAWFIRM）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指南针公司为一家可在越南开展经营的充分的法律实体，已取得

了由胡志明市计划与投资部门（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of Ho Chi 

Minh City.）颁发的营业执照（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与投资许可

（Investment Certificate），指南针公司由发行人香港子公司中岩香港和越南人阮

重大（Nguyen Trong Dai）共同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出资设立，越

南名为“CÔNG TY TNHH ĐỊA KỸ THUẬT CÔNG TRÌNH KIM CHỈ NAM”，注

册资本金额为 23,200,000,000.00 越南盾。根据越南律师 CÔNG TY LUẬTt TNHH 

T&T.（T&T LAWFIRM）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指南针公司在其经营期间遵守了相

关的越南法律。 

除了新设指南针公司外，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中岩智泊与中岩香港、参股公

司中环联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均未发生变化。 

（二） 分公司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发行人的 5 家分公司，即石景山分公司、太原分公司、湖南分公司、湖北分

公司、天津分公司，均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亦未新设其他分公司。 

（三） 房屋所有权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发行人通过购买方式新增一处房屋。发行人已取得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号为京（2019）东不动产权第 0014727 号，坐落于东城区西花市南里东区 8

号楼 1 层 1 单元 103，权利性质为商品房，用途为商品房/住宅办公，建筑面积为

88.45 平方米。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房屋的所有权，有权依法使用、出租、转让、

抵押或以其他合法的方式处置上述房屋。除上述新增房屋外，《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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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披露的发行人所拥有的 18 处房屋未发生变化。 

（四） 租赁房屋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发行人租赁房屋的情况变化如下： 

1、发行人向曲强租赁海淀区翠微路 12 号 6 层 1 单元 602 的房屋的《房屋租

赁合同》于 2020 年 2 月 6 日到期，双方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续签了《房屋租赁

合同》，租赁期间为自 2020 年 2 月 7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6 日。根据租赁房屋的

《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为 X 京房权证海字第 198690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274.72 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办公。 

2、根据发行人与天津中瑞荣天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汇津广场一

期写字楼租赁合同》，发行人租用坐落于天津空港经济区高尔夫球场以北汇津广

场 1-4-330 室的房屋，租赁面积为 498 平方米，租赁期间为自 2019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9 日。出租方未提供该房屋的房屋产权证。 

3、根据发行人与孙小燕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发行人承租了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中山路 589 号开福万达广场 B 区商业综合体（含写字楼）33003 室的房

屋，租赁面积为 444.74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22 止。根据租赁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为长房权证开福字第

714073158 号，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444.74 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

途为办公。 

发行人上述向天津中瑞荣天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租赁的房屋，出租方未能

提供有权出租该等房产的证明文件，如届时因出租方无权出租该等房产引发争

议，发行人面临无法持续使用该等租赁房产的法律风险。本所认为，发行人的主

营业务系提供岩土工程，其主要的办公与经营场所位于自有产权证的房屋，其租

赁的房屋主要用于分公司注册或项目驻地办事处，对该等租赁房产的依赖较小，

如届时因出租方无权出租导致发行人无法持续使用该等房产，发行人亦能较容易

找到替代场所，该等租赁房产存在的权属瑕疵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五） 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结果，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所拥有的 42 项注册商标未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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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六） 专利 

1.自有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pss-system.cnipa.gov.cn/）查询的结果，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更新获得授权的

专利共计 30 项，具体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法律

状态 

1 发行人 

一种用于高压喷射

注浆的动力头装置

及其工法 

201610982513.6 发明 2016/11/09 2019/05/21 授权 

2 发行人 
一种垂直切割搅拌

机 
201821084002.3 

实用

新型 
2018/07/09 2019/07/05 授权 

3 发行人 
一种旋喷随钻定向

导向装置 
201821085234.0 

实用

新型 
2018/07/09 2019/07/05 授权 

4 发行人 

一种地下空间工法

施工的多功能智能

钻机 

201821084001.9 
实用

新型 
2018/07/09 2019/07/05 授权 

5 发行人 
一种组合式可回收

型锚杆锚具 
201821369428.3 

实用

新型 
2018/08/24 2019/05/17 授权 

6 发行人 

一种增强水泥土搅

拌桩截水效果的预

制砼板桩 

201821505218.2 
实用

新型 
2018/09/14 2019/04/30 授权 

7 发行人 

一种基于可回收型

锚索使用的预应力

锚具 

201821662649.X 
实用

新型 
2018/10/15 2019/06/04 授权 

8 发行人 

一种预制砼板桩与

搅拌桩结合形成的

两墙合一结构 

201821785406.5 
实用

新型 
2018/11/01 2019/10/11 授权 

9 发行人 
土壤切割搅拌器、

地表土层施工设备 
201822271208.3 

实用

新型 
2018/12/29 2019/12/06 授权 

10 发行人 
一种具有预警功能

的可回收型锚杆 
201920003292.2 

实用

新型 
2019/01/02 2019/12/20 授权 

11 发行人 
一种污染土治理设

备 
201920223571.X 

实用

新型 
2019/02/22 2019/12/06 授权 

12 发行人 

一种用于咬合式排

桩施工冷缝的注浆

结构 

201920541688.2 
实用

新型 
2019/04/20 2019/12/20 授权 

13 发行人 
一种桩间定向定位

注浆帷幕 
201920615373.8 

实用

新型 
2019/4/30 2020/2/11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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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法律

状态 

14 发行人 

一种具有消除土体

粘结作用的单轴搅

拌钻头 

201920663661.0 
实用

新型 
2019/5/10 2020/2/11 授权 

15 发行人 
一种界面活性剂的

改性装备 
201920663462.X 

实用

新型 
2019/5/10 2020/2/11 授权 

16 发行人 
一种具有显著降阻

作用的搅拌钻头 
201920663606.1 

实用

新型 
2019/5/10 2020/2/11 授权 

17 发行人 

大直径深层搅拌复

合桩智能化施工系

统 

201920668840.3 
实用

新型 
2019/5/10 2020/2/11 授权 

18 发行人 

一种具有消除土体

粘结作用的双轴搅

拌钻头 

201920663408.5 
实用

新型 
2019/5/10 2020/2/11 授权 

19 
中岩

智泊 

一种带有安全防护

底板的地下垂直循

环立体车库 

201822161689.2 
实用

新型 
2018.12.22 2019.11.19 授权 

20 
中岩

智泊 

一种带有缓存区的

机械车库 
201822235620.X 

实用

新型 
2018.12.28 2019.11.19 授权 

21 
中岩

智泊 

一种自走车库与机

械车库相结合的立

体车库 

201822241060.9 
实用

新型 
2018.12.28 2019.11.19 授权 

22 
中岩

智泊 

一种自走式错层立

体车库 
201920023991.3 

实用

新型 
2019.01.08 2019.11.01 授权 

23 
中岩

智泊 

一种地下井筒式立

体自行车/电动车库 
201920142996.8 

实用

新型 
2019.01.25 2019.12.31 授权 

24 
中岩

智泊 

一种暗挖增扩式地

下立体车库 
201920164530.8 

实用

新型 
2019.01.30 2020.02.07 授权 

25 
中岩

智泊 

一种既有建筑下方

增层建造的立体车

库 

201920166322.1 
实用

新型 
2019.01.30 2019.12.31 授权 

26 
中岩

智泊 

一种用于地下建/构

筑物增强抗浮能力

的结构 

201920166133.4 
实用

新型 
2019.01.30 2019.12.17 授权 

27 
中岩

智泊 

一种用于共享单车

立体停车库的控制

系统 

201920217088.0 
实用

新型 
2019.02.20 2019.10.18 授权 

28 
中岩

智泊 

一种新式垂直升降

立体车库 
201920242497.6 

实用

新型 
2019.02.26 2019.12.17 授权 

29 
中岩

智泊 

一种井筒式地下智

能立体车库 
201920294484.3 

实用

新型 
2019.03.08 2019.12.31 授权 

30 
中岩

智泊 

一种适用于无人驾

驶汽车的智能立体

车库停车场 

201920774277.8 
实用

新型 
2019.05.27 2019.12.17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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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所拥有的专利中，（1）《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

的申请号为 201621205687.3 的专利（一种用于高压喷射注浆的动力头装置），发

行人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因避免重复授权放弃专利权；（2）上述表格中专利号为

201920615373.8 、 201920663661.0 、 201920663462.X 、 201920663606.1 、

201920668840.3、201920663408.5 的专利已经获得授权，但发行人尚未取得专利

证书；（3）上述表格中专利号为 201821505218.2 号的专利在《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之前已获得授权，但当时尚未取得专利证书，故没有列入《律师工作报告》

和《法律意见书》。 

2.授权使用的专利 

发行人已与（日本）千田工程技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千田”）签订一份

《技术合同》，千田所拥有的“用粉状固化剂的深层混合处理工法以及深层混合

处理装置管路混合装置”（日本专利 5646218 号）技术及以此为基础的拟在中国

申请专利向中岩大地设定独占实施权，实施区域为中国国内，并授权中岩大地在

中国国内申请专利，以及根据本技术的独占实施权向第三方实施技术转让和使用

许可。合同期间为从 2017 年 3 月 20 日起两年，双方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内，如

果没有提出中止合同的书面文件，则合同期间延长一年、之后可以采用同样形式

自动延长一年的合同期间。 

（七） 重大设备资产 

发行人的重大设备资产主要包括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根据信永中和出具

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资产账面价值共计 2,808.07 万元。 

（八） 财产权利受限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了发行人自己融资活动中发生

的抵押外，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知识产

权及主要设备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查封等他项权利情况。 

九、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合同 

1、授信合同 

2019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支行（以下简称“北

京银行建国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0564380），约定北京银行建国支行向

发行人提供最高 2,8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的具体业务包括本外币贷款、人民

币汇票承兑、保函、国内信用证开证，额度最长占用期间（授信期间）为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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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9 日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 

2019 年 11 月 20 日，发行人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银行承兑总协议》

（7719CD8121），约定发行人可可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其分支机构申请办理开

立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或其分支机构承兑的纸质银行承兑汇票和电子银行承兑

汇票业务，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一年。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人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以

下简称“广发银行石景山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2019）京银综授额字

第 000420），约定发行人可在 5,000 万元的循环额度下向广发银行石景山支行提

出开立保函和汇票业务申请，循环额度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

简称“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了并正在履行以下《开立保函协议》，金额共计

4,103,599.00 元： 

序号 合同编号 金额（元） 到期日 合同签署时间 

1 07700BH199HHBA2 800,000.00 2020 年 4 月 8 日 2019 年 9 月 25 日 

2 07700BH199HHC33 800,000.00 2020 年 4 月 8 日 2019 年 9 月 25 日 

3 07700BH199HM3F4 2,473,599.00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0 月 17 日 

4 07700BH199IA54M 30,000.00 2020 年 2 月 9 日 2019 年 12 月 5 日 

2、抵押合同 

2019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与北京银行建国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

（0564380_001），发行人以名下通景大厦 1101、1104 室抵押予北京银行建国支

行，用于为《综合授信合同》（0564380）项下的最高额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为 2,800 万元。 

3、对外担保 

发行人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出具《担保函》，为

控股子公司指南针公司提供担保，就指南针公司向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 2 台旋挖钻机销售合同项下的余款的还款履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销售合同的

总金额分别为 574,200 美元与 268,000 美元，提供担保的范围为销售合同项下的

余款即 80%货款（总计人民币 673,760 美元），保证期限至销售合同主债务到期

后—年。 

4、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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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5,000 万元及以上重大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发包方 合同名称 工程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署

时间 

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中海油天津 LNG 二期项目接

收站 EPC 总承包工程储罐桩

基工程标段二（4#、5#LNG 储

罐）分包总价合同 

桩基工程 11,698.81 
2019 年 12

月 19 日 

2 
山西亚泰圣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迎泽西项目基坑支护及桩

基分包工程 

桩基及基

坑支护工

程 

10,099.50 
2017 年 5

月 

3 
武汉辰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P（2018）068 号地块项目桩基

及基坑支护分包工程施工合同 

桩基及基

坑支护工

程 

7,821.67 

2019 年 11

月 27 日、

2019 年 12

月 10 日 

4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初定）

配套部分 B23 地块基坑支护工

程施工分包合同 

基坑支护

工程 
6,284.90 

2019 年、

2019 年 12

月 18 日 

5 
武汉金辰盈创置业

有限公司 

P(2018)164 号地块桩基与基坑

支护 

桩基及基

坑支护工

程 

10,443.29 

2019 年 8

月 9 日、

2019 年 9

月 14 日 

5、采购合同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1,000 万元及以上重要

采购合同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署时

间 

1 
山西同鑫伟业物

资有限公司 
材料购买合同 各类钢材 1,200 2019 年 8 月 

经对上述合同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合同的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截至目前，该等合同不存

在重大纠纷或争议，根据本所对法律的理解，该等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 

（二） 侵权之债 

根据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本所律师在公开网站查询的结果并经发行人

确认，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

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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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确认，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发行人的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部分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

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 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其他

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2,239,253.88 元，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元） 

占其他应收款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 

武汉中天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押金  3,000,000.00  23.60 

山西五星水泥有限公司 外部单位往来  1,740,045.20  13.69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金 865,071.00 6.81 

北京东合南泊车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款  600,000.00  4.72 

北京法利莱移动板房有限公司 押金  535,739.36  4.21 

合计 6,740,855.56 53.03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其他

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2,032,079.12 元，主要为报销款、往来款、物业费及采暖费、

房租押金等。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上述其他应收、应付款为公司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

生。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其他应收、应付款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的情形。 

十、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发行人未发生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重大收购或出售资产

行为。 

十一、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发行人的章程未发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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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发行人现行组织机构 

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议事规则未发生变化。 

（二）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情况 

经核查，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期间，发行人共召开三次股东大会、七次董事会会议、一次监事会会议，

具体如下： 

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2019 年 7 月

12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

额度的议案》等议案 

2019 年 8 月

16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 

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岩大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一期

财务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019 年 8 月

16 日 

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

监事3人 

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岩大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一期

财务报告的议案》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数为70,383,22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96.57% 

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岩大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一期

财务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019 年 9 月

23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9 年 12 月

10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等议案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数为70,040,329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96.10%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等议案 

2020 年 1 月

19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9 人 

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有关

发行上市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2 月 4

日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数为 70,787,37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97.13% 

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有关

发行上市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2 月

18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9 人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报出北京

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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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2017 年-2019 年三个年度财务

报表的议案》 

经核查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会议通知、会议决议、会议记

录、表决票等文件，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三、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确认，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

生变化。 

十四、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税务和政府补助 

（一） 发行人适用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情况 

1. 发行人适用税种、税率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中岩智泊目

前执行的税种、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3%、6%、9%、10%、11%、13%、16%、17% 

营业税 应税收入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税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税流转税额 3%、2% 

房产税 
房产原值的 70%、

应税收入 
1.2%、1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 发行人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税务局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新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GR201811007055），

有效期为三年。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2008]172 号）第四条的规定，依据该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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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

有关规定，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因而，发行人 2019 年年度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 15%。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所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 发行人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以及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

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享有的政府补助如下表所示： 

年度 事项 金额（元） 依据 

2019 社保中心稳岗补贴 74,038.14 

《关于开展 2016 年度稳岗补贴申报工

作的通知》（京人社就发[2017]63 号）、

《关于失业保险稳定就业有关问题的通

知》（京人社就发[2019]68 号） 

2019 北京市专利资助金 7,550.00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关于申报 2019 年北

京市专利资助金的通知》 

合计 81,588.14  

（三） 发行人纳税情况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发行人湖南分公司因工程项目 2019 年 8、9 月份未按

期申报个人所得税，被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开福区税务局处以罚款 100 元。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开福区税务局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已

及时整改，已履行处罚且将未按期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及时进行补报，该处罚事项

为简易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税务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说明，天津分公司、石景山分公司未单独进行税务申报与纳税。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出

具的证明并在相关税务局网站查验，除《律师工作报告》已经披露以及前述的不

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税务处罚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境内

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受到税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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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及其他 

（一）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发行人为工程服务企业，其本身除正常办公给环境造成的轻微影响外，不存

在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其他情形。在发行人所承接业务的实施过程中，现场施工会

产生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及噪声等污染。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已披露了发行人及子公司最近三年受到的环保行政处罚事

项，该等环保处罚均已缴纳罚款并完成整改，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公示的行政处罚情况及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

相关营业外支出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环境保护方

面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

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二） 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已披露了发行人及子公司最

近三年受到的住建部门行政处罚事项，该等行政处罚均已缴纳罚款并完成整改，

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北京市住建委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出具《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行政处罚情况的说明》，北京市住建委未对发行人作出过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类

重大行政处罚。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与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除了《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已披露的一起行政处罚外，发行人无其他处罚记录。 

（三） 发行人的安全生产 

根据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的证明》，未获取关于中岩大地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

北京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 

（四） 发行人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1. 中岩大地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0年 2月 17日出具的证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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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岩大地于 2019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未发现有违反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受到该局给予的处罚和处理记录。 

根据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景山管理部于 2020年 1月 15日出具的证

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中岩大地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期间，没有因住房公积金缴存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没有发现公司存在住

房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 

2. 中岩智泊 

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于 2020年 1月 14日出具的证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岩智泊为该辖区参保单位，自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在该中心参加社会保险，无欠缴，无违规。 

根据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景山管理部于 2020年 1月 15日出具的证

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中岩智泊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期间，没有因住房公积金缴存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没有发现公司存在住

房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 

3. 湖南分公司 

根据发行人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申请并

由该局网上系统出具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守法信息在线验证报告》，湖南分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开始参保，于证明出具时的缴费人数为 25 人，无社会保险欠

费记录，近五年没有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记录。 

根据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20年 2月 14日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适当

核查，发行人湖南分公司于 2018 年 8 月开设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缴存，截至证明

出具时，正常缴费人数为 26 人，未因住房公积金问题而受到行政处罚。 

4. 湖北分公司 

根据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湖北分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开始为员工在当

地参保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五险），参保人数为 5 人，

截至证明出具之日，无历史欠费。 

根据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东湖分中心于 2020 年 1 月出具的证明并经本

所适当核查，湖北分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在当地开设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缴存，截

至证明出具时，缴存人数为 5 人，截至证明出具之日，暂未收到单位职工关于住

房公积金方面的投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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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说明，太原分公司、天津分公司、石景山分公司的尚未单独聘用

员工。 

（五） 其他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日没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相关法律、法规受

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案件记录。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证明，中岩智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没有违反

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案件记录。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环境保护情况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及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发行人最近三年来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建设、安全生产、市场监督等方面的

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六、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议，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将

投资于以下项目：“工程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环境修复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总投资 71,922.97 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71,843.75 万元。如《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发行人本

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已经取得投资项目立项备案手续。 

十七、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等

公开网站进行查询，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发行人的境内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对其资产、业务、权益或其他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有

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案件；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主要股

东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对其资产、业务、权益或其他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有

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出具的说明，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网站进

行关键字检索查询，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

未了结或虽未发生但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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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然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首发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定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 

第二部分 对《反馈意见》问题答复的更新 

一、《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1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说明：（1）发行人设立出资、历次增资和股

权转让的出资来源及合法性，是否存在出资瑕疵及其补救情况，2015 年 5 月吸

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山西天佑的原因，程序是否合规。（2）历次股权转让、增资

的背景、定价依据、定价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前述股权变动程序是否合规，

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3）发行人直接间接股东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

其他股东、董监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负责人及其签字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

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利益输送安排，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协

议或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4）补充披露 2018 年 7 月及其后新增股

东的情况，如为法人，请披露其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如为自然人，请披露

其基本信息：如为合伙企业，请披露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及普通合伙人的基本

信息。涉及员工入股的，请补充披露相关自然人股东、员工持股平台中间接股

东在公司任职的情况。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1

中第（4）题有关员工股东在公司任职情况更新如下： 

发行人直接、间接股东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1、发行人直接股东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直接股东共 55 名，包括机构股东

6 名，自然人股东 49 名；自然人股东中，有 38 名直接股东在公司任职，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具体任职情况 

1 王立建 2,661.7257 36.52% 董事长 

2 吴剑波 1,330.5656 18.26% 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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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具体任职情况 

3 武思宇 1,073.2420 14.73% 董事、总经理 

4 刘光磊 132.9916 1.82% 副总经理 

5 柳建国 131.0014 1.80%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6 师子刚 74.7046 1.03% 董事、副总经理 

7 宋德君 21.1658 0.29% 副总经理 

8 刘艳 14.0000 0.19%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9 牛辉 6.0475 0.08% 岩土五部，部门经理 

10 田义 6.0475 0.08% 监事会主席 

11 吉锋 6.0474 0.08% 岩土二部，部门经理 

12 李建平 6.0474 0.08% 研发中心，部门经理 

13 李五保 6.0474 0.08% 内控审计部，专员 

14 牛会峰 6.0474 0.08% 岩土七部，部门经理 

15 牛朋飞 6.0474 0.08% 证券管理部，部门经理 

16 苏振甲 6.0474 0.08% 工程管理部，项目经理 

17 张光海 6.0474 0.08% 内控审计部，部门经理 

18 张洪亮 6.0474 0.08% 工程管理部，项目经理 

19 赵凤宇 6.0474 0.08% 岩土三部，部门经理 

20 杨宝森 4.8380 0.07% 监事 

21 翟博渊 4.8380 0.07% 职工代表监事 

22 陈发扬 3.1566 0.04% 岩土一部，生产经理 

23 康增柱 3.1566 0.04% 地下空间开发事业部，设计技术 

24 雷省 3.1566 0.04% 岩土六部，部门总工 

25 刘杰 3.1566 0.04% 商务中心，副经理 

26 刘金龙 3.1566 0.04% 岩土二部，部门总工 

27 刘猛 3.1566 0.04% 岩土十二部，项目经理 

28 刘兴华 3.1566 0.04% 岩土六部，部门经理 

29 师欢欢 3.1566 0.04% 岩土一部，部门经理 

30 王雷 3.1566 0.04% 岩土六部，执行经理 

31 王永生 3.1566 0.04% 商务中心，部门经理 

32 夏滨滨 3.1566 0.04% 内控审计部，专员 

33 张兴 3.1566 0.04% 研发中心，研发主管 

34 王莉莉 2.5253 0.03% 人力资源部，部门经理 

35 于东光 2.5253 0.03% 财务中心，总经理 

36 贺香进 1.9352 0.03% 行政管理部，退休返聘人员 

37 王战义 1.9352 0.03% 行政管理部，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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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具体任职情况 

38 王振山 1.9352 0.03% 岩土五部，退休返聘人员 

合计 5,564.3297 76.35% - 

2、发行人间接股东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18 名间接股东通过石家庄中岩持有发行

人股份且在公司任职，上述间接股东在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具体任职情况 

1 吴剑波 货币 50.3694 10.07% 副董事长 

2 武思宇 货币 39.9303 7.99% 董事、总经理 

3 宋德君 货币 16.6800 3.34% 副总经理 

4 王立建 货币 5.8059 1.16% 董事长 

5 刘娜娜 货币 0.9524 0.19% 财务中心，会计 

6 黄云朋 货币 0.9524 0.19% 岩土十一部，部门经理 

7 张志荣 货币 0.9524 0.19% 岩土三部，施工员 

8 师子刚 货币 0.9524 0.19% 董事、副总经理 

9 刘登峰 货币 0.9524 0.19% 环境修复事业部，设计技术 

10 王建 货币 0.9524 0.19% 岩土三部，生产经理 

11 李荀 货币 0.9524 0.19% 岩土六部，生产经理 

12 牛二利 货币 0.9524 0.19% 岩土六部，工长 

13 刘文席 货币 0.9524 0.19% 岩土九部，部门经理 

14 张海杰 货币 0.9524 0.19% 岩土五部，项目经理 

15 肖平 货币 0.9524 0.19% 岩土七部，生产经理 

16 苏立坡 货币 0.9524 0.19% 岩土二部，项目经理 

17 杨晓东 货币 0.9524 0.19% 中岩越南，副经理 

18 王常青 货币 0.7619 0.15% 岩土九部，项目经理 

合计 125.9287 25.19% - 

 

二、《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2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王立建，吴剑波、武思宇为实

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持股 5%以上机构股

东复星高科、石家庄中岩的实际控制人情况，结合前述情况以及王立建、吴剑

波、武思宇控制发行人股权情况、历史上和目前在公司经营中的地位、角色、

分工情况、发行人公司治理情况，分析说明未将吴剑波、武思宇认定为共同控

制人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规避控制权变动、同业竞争或股份锁定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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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石家庄中岩的股份锁定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2

中有关公司控制权是否存在变化的情况更新如下：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自《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王立建、吴剑波、武思宇三人在公司的职位与角色地位

未发生变化，三人在该期间内公司历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

致，因此，发行人不存在控制权变动的情况，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王立建，

吴剑波、武思宇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三、《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3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说明并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董监高，及以上人员近亲属对外投资的企业情况，包括从事的实际业务、

主要产品、基本财务状况、股权结构，以及实际控制人及其背景情况等；补充

披露发行人与前述企业报告期内的交易情况、决策程序是否合规及定价是否公

允。与前述企业之间存在相同、相似业务的，应说明并披露该等情形是否构成

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存在上下游业务的，应对该事项对公司独立性的影

响程度发表意见。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3

中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及以上人员近亲属对外投资的

企业报告期内交易情况更新如下： 

经核查，报告期内，除石家庄中岩为发行人主要股东之外，发行人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以上人员近亲属对外投资的

企业不存在交易情况；该等企业不存在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情形，不存在上下游业务关系。 

 

四、《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4 

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将部分施工作业中劳务作业性质的部分分包给劳务

公司。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1）劳务分包企业与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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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分包成本和自主作业成本；比较定价的合理性，说明有无利益输送。（3）

说明公司控制分包作业质量的具体措施及公司与分包方关于质量责任分摊的具

体安排。（4）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主要分包商的基本情况，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是否存在分包不规范的情况，如存在，请详细披露包括但不限于项目、金额、

占比、完工情况、不规范的具体情形、原因、法律后果。发行人规范分包业务

的具体措施及执行情况，发行人在工程项目中承担的具体工作，对比发行人与

甲方协议、相关劳务分包协议的实质业务内容及有关工程施工分包管理的法律

法规规定说明发行人将业务分包的性质是否属于转包，发行人是否存在违反有

关法规关于禁止违法分包规定的情况，是否违反与相关工程甲方签订的协议，

分包是否取得甲方同意。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对发行人经营的影响，必要时，进

行风险揭示。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4

中有关发行人 2019 年度劳务分包企业情况及劳务分包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更

新如下： 

（一）2019 年度发行人主要劳务分包商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 2019 年前五大劳务分包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万元） 

股东及持股

比例 
主要经营范围 

1 

山西陆广建

筑劳务有限

公司 

2004

年 12

月 9 日 

3,600 

昌陆建筑工

程集团有限

公司91.11%、

郎占文8.89% 

模板作业、钢筋作业、混凝土作业、

砌筑作业、抹灰作业、水暖电安装

作业、焊接作业、木工作业、油漆

作业、脚手架搭设作业的劳务作业

分包；建筑劳务作业分包等 

2 

天津坚石建

筑工程承包

有限公司 

2004

年 1 月

18 日 

2,000 

张心 60%、陈

兆华 39%、许

文生 1% 

土木工程建筑承包；室内外装饰装

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外墙保温

工程；玻璃幕墙工程；管道工程（压

力管道需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

门许可后经营）；钢结构工程；市政

工程；消防工程；园林仿古建筑工

程；土石方工程；金属门窗、机电

设备安装（一般经营项目可以自主

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文件、

证件经营）；建筑工具租赁；房屋拆

除（爆破除外） 

3 
费县金盛建

筑有限公司 

2004

年 3 月

15 日 

600 
马振义 50%、

马振英 50% 

砌筑、木制、抹灰、钢筋、混凝土、

模板、石制作、脚手架、焊接、油

漆、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 

4 
广东麓城建

筑劳务有限

2016

年 9 月
1,000 

梁华建 55%、

何连森 45% 
建筑劳务分包；建筑业务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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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万元） 

股东及持股

比例 
主要经营范围 

公司 18 日 

5 

广州市高辉

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4 日 

1,200 

梁广祥

90%、潘美

欢 10% 

建筑劳务分包 

经核查发行人 2019 年度的主要劳务分包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了解其登记

股东、董事（执行董事）、监事、总经理的名称，查阅发行人及发行人机构股东

的工商登记信息、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

证、发行人主要股东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包含个人基本情

况的调查表与承诺函等资料，并对发行人主要劳务分包企业进行访谈，并取得了

其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以及所出具的无关联关系确认函等资料，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含核

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持有上述劳务分包企业股权的情形，亦不存在在

上述劳务分包企业任职的情形，发行人主要劳务分包企业的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在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任职或持股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劳务分包企业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劳务分包商的资质及不规范分包情况 

本所律师对 2019 年度与发行人发生交易的所有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进行了

核查。经核查，2019 年度与发行人发生交易的劳务分包企业均具有相应的劳务

分包作业资质。 

（三）发行人在工程项目中分包的合法合规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作为专业工程承包企业不存在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

人、不具有相应资质单位或将其承包的专业工作中的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违

法分包情形。 

本所律师对 2019 年度与发行人发生交易的所有劳务分包企业的分包合同进

行核查，并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等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官方查询平台，并通过取得公司政府主管部门出

具的证明文件，公司不存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

法》第八条所规定的转包的情形，不存在因转包、违法分包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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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1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说明并

披露：（1）发行人及其下属单位是否已取得从事相关经营应获得的全部相应资

质许可，如存在尚未获取或存在瑕疵的资质，请补充披露合规性及对发行人经

营的影响。（2）业务获取过程是否符合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1 中有关发行人报告期（包含 2019 年度）业务获取的方式及其合规性情况更新

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承接业务。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招

投标方式获取的项目产生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招投标 101,581.99 99.24 70,609.79 93.15 39,039.49 99.86 

商务谈判等

其他方式 
777.29 0.76 5,195.04 6.85 56.16 0.14 

合计 102,359.29  100.00 75,804.83 100.00 39,095.64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的项目对应的项目合同金额及占比情

况如下所示： 

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项目 合同金额（万元） 占比 

招投标方式 289,111.49 97.76% 

商务谈判等其他方式 6,625.20 2.24% 

合计 295,736.69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通过招投标方式承接的项目及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签

订时间 

项目建设 

内容 
合同金额（元） 

1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

路延长段铬渣污染

土壤治理项目原位

反应带施工 

环境保护部环

境规划院 

2018 年

8 月 30

日 

引孔注浆（铬渣污

染土壤治理原位

反应带施工） 

291,450.00 

2 

北京恒大玉河 1 号

四号院地下车库、泄

爆井基坑支护及降

水地基处理工程 

北京东方业佳

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 

2017 年

4 月 12

日 

基坑支护 126,4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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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签

订时间 

项目建设 

内容 
合同金额（元） 

3 
太原晋中项目二期

桩基及基坑支护 

晋中红星美凯

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基坑支护+桩基 50,541,867.63 

4 

天津湖滨广场住宅

三期项目桩基及基

坑工程 

天津湖滨广场

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18 年

6 月 
基坑支护+桩基 10,967,935.00 

5 
北京翠晓项目示范

区护坡降水工程 

北京万越辉置

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基坑支护 128,215.70 

6 
北京地铁石佛营项

目 

北京市政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18 年

7 月 
帷幕桩施工 1,964,706.00 

7 
太原窊流项目一期

试锚桩工程 

太原星光寰宇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试桩项目 690,145.38 

8 
红星天铂花园二四

区塔吊桩工程 

中建五局第三

建设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塔吊桩工程 436,568.46 

9 
北京地铁 12 号线光

熙门项目 

中铁隧道集团

二处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高压旋喷桩工程 701,910.00 

10 
太原晋中项目一期

沉降处理分包工程 

晋中红星美凯

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沉降处理 259,052.87 

11 

天津蓟州项目四期

总承包工程项目塔

吊桩基础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

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2019 年

5 月 
塔吊桩基础 143,681.82 

就上述表格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的项目中，除“太原晋中项目二期桩基及基坑

支护项目”属于应当履行招投标程序的项目外，其他项目均不属于应当履行招投

标程序的项目。“太原晋中项目二期桩基及基坑支护项目”的情况已在《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进行披露。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太原晋中项目二期桩基及基

坑支护项目”已完工正在办理竣工结算、工程款项已基本回款完毕。报告期内，

发行人应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未履行的项目合同金额占发行人报告期内合同总金

额的比例为 1.71%，占比较低。 

 

六、《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2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1）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因此享受的优惠政策是否合

规。（2）发行人不能通过复审的具体财务影响。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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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有关发行人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的具体财务影响更新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因享受 15%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而获得的税收

优惠金额及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税收优惠金额 1,464.30 993.03 616.27 387.73 

利润总额 13,518.03 9,700.22 5,774.66 3,943.48 

占比 10.83% 10.24% 10.67% 9.83% 

如果未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则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的净利润将分别减少

387.73 万元、616.27 万元、993.03 万元和 1,464.30 万元，因发行人所享受的税收

优惠金额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相对较低，因而对发行人的经营状况不会发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七、《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4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并补充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污染物的排

放量、环保设施的处理能力及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各年环保投入与排污量的

匹配情况等，并请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

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2 中有关发行人报告期各年环保投入情况及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环境

保护的有关规定更新如下： 

（一）报告期各年环保投入情况 

根据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的环保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环保投入金额 78.02 58.72 51.91 16.02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发行人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用支出主要为聘请工人现场清

扫地面、洒水、冲洗运输车辆等人工方面的支出，该等简单重复的劳务工作主要

以劳务分包的方式完成，相关支出包含在劳务分包费用之中，而由发行人直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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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环保支出主要为购买绿网等环保用品或设备的支出，该等支出的金额相对较

小，因而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直接环保投入金额较小。随着发行人在执行项目的增

多，发行人的环保投入也会相应增长。 

综上所述，发行人环保费用的支付方式与支付金额符合发行人的行业特例及

经营规模，发行人环保投入与收入规模相匹配。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

议，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元） 

1 工程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10,030.00 10,030.00 

2 环境修复项目 4,190.12 4,190.0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790.77 3,790.00 

4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2,203.88 2,2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51,708.20 51,633.75 

合计 71,922.97 71,843.75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的工程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环境修复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均不涉及房屋土建或产

品生产线的投资和建设，项目建成后本身不会产生新的污染源，对周围环境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 版）、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18 版）》的

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不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

定。 

基于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不涉及房屋土建或产品生产线的投资

和建设，项目建成后不产生新的污染源，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因而，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八、《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5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发行人报告期所受行政处罚的事由、处罚内

容、整改情况、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处罚机关的认定等对该等事项是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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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违法发表明确意见。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5 中有关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所受行政处罚情况更新如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一起行政处罚，其事由、处罚内容、

整改情况如下： 

序

号 

处罚 

时间 
处罚机构 

处罚决定

文号 
处罚事由 

处罚 

内容 

整改情

况 

1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国家税务总局长

沙市开福区税务

局新河税务分局 

- 

发行人湖南分公司

未按期对 2019 年 8

月、9 月个人所得税

进行申报 

罚款 100

元 

已进行

申报，罚

款已缴

纳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开福区税务局新河税务分局出具的税收完税证明，

发行人湖南分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受到一项罚款金额为 100 元的税务行政

处罚，罚款金额为 100 元，该处罚系发行人湖南分公司未按期对 2019 年 8 月、9

月个人所得税进行申报所致，在罚款缴纳后上述案件已完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

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

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六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

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

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发行人所受罚款为 100 元，处于上述处罚区

间的较低值，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开福区税务局于 2019年 12月 18日出具的《证明》：

中岩大地积极配合并及时整改，已履行处罚且将未按期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及时进

行补报。上述处罚事项为简易税务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税务行政处罚。 

 

九、《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6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正式员工应缴

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人数及原因，是否存在需要补缴的情况；如需补

缴，说明并披露需要补缴的金额和措施，分析补缴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上述情况对发行人缴纳“五险一金”的合规性发表

明确意见。（2）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是否存在劳务派遣，如存在，披露劳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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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员工的人数、占比、各项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的缴纳情况以及发行人与其员工

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纠纷的情况，说明发行人劳务派遣方式的用工制度是否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回复：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答复内容以外，就《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6 中有关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正式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更新如

下： 

（一）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与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为

300 人（不含签订劳务协议的人员），其中 6 人为退休返聘人员。发行人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的情况如下： 

项目 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 生育 公积金 

员工人数（人） 300 

已缴纳人数（人） 293 293 293 293 293 291 

未缴纳人数（人） 7 7 7 7 7 9 

已缴纳占比 97.66% 97.66% 97.66% 97.66% 97.66% 97.00% 

未缴纳占比 2.33% 2.33% 2.33% 2.33% 2.33% 3.00% 

未缴纳原因 

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发行人员工中未缴纳社保的人员为 7 人，未缴纳

住房公积金共 9 人，其中 6 人为返聘的已退休人员，其余 3 人（未缴纳

五险与住房公积金 1 人，已缴纳五险但未缴纳住房公积金 2 人）系新入

职员工由于其上家单位尚未减出因而未能缴纳。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发行人 2019 年各月五险一金计算表、缴纳五险一金

的银行回单，核查了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石景山区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景山管理部、长沙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湖

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东湖分中心的证明，证明发行人

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均不存在因未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

住房公积金而受到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报告期内，除返聘的已退休人员以及员工因新入职造成延后缴纳外，

发行人按照国家及公司所在地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及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的有

关规定为全部正式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不存在需要补缴的情况；

发行人不存在因未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而受到劳动与社会

保障部门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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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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