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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德恒 01F20200832-9 号 

 

致：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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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

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

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0 年 9 月 2 日下发《关于西安蓝晓科技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

020174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所涉

法律问题予以核查并已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一）》。鉴于自《补充法律意见（一）》

出具日后至本《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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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日期间，《审核问询函》所涉相关法律事项发生变化，本所律师现就相关情

况予以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三）》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除特别说明外，

与其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

律意见（二）》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三）》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

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的补充及修订，并构成其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

充法律意见（二）》的内容继续有效，其中如有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三）》不

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三）》为准。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

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题 2 

2020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披露《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拟

发起设立北京北排融拓生态环保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并作为有限合伙人认

缴出资 2,175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上述产业基金设立的最新进展，包括

但不限于各出资人的详细情况、投资协议的具体内容、投资范围、资金具体使

用安排、计划等，并结合前述内容说明上述基金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2）说

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

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是否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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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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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上述产业基金设立的最新进展，包括但不限于各出资人的详细情

况、投资协议的具体内容、投资范围、资金具体使用安排、计划等，并结合前述

内容说明上述基金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1.关于产业基金设立的最新进展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中披露产

业基金相关情况，现就其设立的最新进展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产业基金各合伙人已按照

《合伙协议》约定完成首期出资，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首期实缴出资

额（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别 

1 
北京融拓创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50.00 1.00 150.00 1.00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北排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10,500.00 70.00 2,100.00 14.00 有限合伙人 

3 

北京融拓智慧农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75.00 14.50 435.00 2.90 有限合伙人 

4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2,175.00 14.50 435.00 2.9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5,000.00 100.00 3,120.00 20.80 --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产业基金已完成托管协议签署，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程序尚在办理过程中。 

2.关于产业基金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本所律师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二）》中就产业基金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作

出披露。 

经核查，蓝晓科技参与产业基金的投资，可以促进蓝晓科技与北排集团的业

务合作，共同投资相关产业链企业有助于蓝晓科技在市政污水处理、再生水处理

及其相关业务领域的客户拓展，蓝晓科技投资产业基金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

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蓝晓科技的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3-4 

方向。 

但鉴于蓝晓科技目前尚未与北排集团开展正式业务合作，产业基金亦尚未投

资具体项目，未来所投资具体项目与蓝晓科技在产品、技术、渠道等方面产生的

协同效应暂不确定，基于谨慎性原则，蓝晓科技对本次产业基金的投资认定为财

务性投资，且属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

的财务性投资，并将蓝晓科技在产业基金全部出资额（包括已实缴出资额和未实

缴出资额）2,175 万元，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 万元（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825.00 万元（含本数）。 

（二）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

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是否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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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

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 

经核查，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出具日，发行人除投资北排环保投资基金之外，不存在其他投资产业基金、并购

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情形；不存

在从事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类金融业务的情形。 

2.是否存在最近一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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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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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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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70 

2 长期股权投资 222.80 

合计 235.50 

（1）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情况如下： 

项目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账面余额（万元） 是否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河南省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12.70 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河南省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淼雨饮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南省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占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800670065727G 

成立时间 2007-12-20 

注册地址 焦作市影视大道 

注册资本 10,710 万元 

经营范围 

饮料、调味品及其他酒的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农

产品的加工与收购，机器设备租赁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站破字

第 00001-3 号及（2015）站破字第 00001-4 号《民事裁定书》、淼雨饮品的重整

计划草案并经核查，淼雨饮品系公司客户，公司主要向其销售树脂产品，由于其

资不抵债执行破产重整程序，公司以 12.70 万元普通债权按照 5 元/股的价格转为

该客户的股份。 

淼雨饮品主营业务为饮料、调味品及其他酒的生产、销售等，鉴于淼雨饮品

的主营业务不属于类金融业务，且发行人对其投资并非主动性投资行为，因此发

行人持有其股份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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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22.80 万元，为对

联营企业西安南大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环保”）的长期股权

投资 222.80 万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南大环保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西安南大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17MA6U5M598L 

成立时间 2017-06-15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渭街道泾园七路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 

环保材料和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

和服务；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总承包及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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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南大环保系公司客户，公司主要向其销售树脂生产原辅料，南大环保定位于

环保功能材料和工程的研发、生产基地和销售平台，主营业务为环保材料和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和服务；工程的咨询、设计、

施工总承包及运营，与公司业务具有相关性和协同性，公司持有其目的系为发展

业务，因此，公司对南大环保的长期股权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发行人不存在最近一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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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核查程序及结论 

本所律师履行了下列核查程序： 

1.查阅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相关法

规； 

2.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告，访谈发

行人管理层并取得相关说明，核查投资产业基金目的、产业基金最新进展情况、

发行人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 

3.取得产业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托管协议、全体合伙人的出资凭证、

工商档案及相关说明，核查其经营范围、投资范围、合伙协议的具体内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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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使用安排、计划、产业基金设立的最新进展； 

4.取得产业基金各出资人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证明、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查阅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公示信

息，核查各出资人的详细情况； 

5.取得除本次投资产业基金出于谨慎性原则认定为财务性投资外，不存在其

他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不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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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性投资情况的声明； 

6.取得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和情况说

明，核查产业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产业基金的目的、追加投资情况等内容； 

7.查询淼雨饮品、南大环保的工商登记信息，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5）站破字第 00001-3 号、（2015）站破字第 00001-4 号《民事裁定书》及

重整计划草案，取得发行人说明及相关销售合同，核查其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以

及与发行人的业务相关性。 

8.发行人董事会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相关决议文件。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产业基金

首期出资已缴纳，发行人无追加投资计划。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

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除本次投资产业基金出于谨慎性原则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外，不存在其他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情形；河南省

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南大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均系发行人客户，主营

业务与发行人业务具有相关性，最近一期末（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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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问题4 

发行人位于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东西七横路北侧、西安市高

陵区渭阳九路 999 号、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产业园、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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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的库房、车间等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截至目前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相关手续

的办理情况，是否存在障碍；（2）说明泾河工业园整体规划调整、部分房屋尚

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是否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披露相

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相关手续的办理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披露发行人上述房屋所有权证

书的办理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发行人子公司鹤壁蓝赛位

于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产业园的房屋已取得主管部门核发的不动产权证

书，具体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证书编号 坐落 

建筑面积

（m
2） 

用途 
他项

权利 

1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73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1,200.00 工业（包装材料库） 无 

2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76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2,900.00 工业（返新树脂库） 无 

3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74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2,940.32 
工业（返新树脂库生

产车间） 
无 

4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77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2,900.00 
工业（返新树脂预处

理车间） 
无 

5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2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1,032.00 工业（公用工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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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

人 
证书编号 坐落 

建筑面积

（m
2） 

用途 
他项

权利 

6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79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208.00 工业（固废间） 无 

7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78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840.00 工业（机修配件库） 无 

8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75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1,200.00 工业（检测中心） 无 

9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1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560.00 工业（硫酸镁库） 无 

10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34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860.00 
工业（硫酸镁生产车

间） 
无 

11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6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208.00 工业（门卫与仓管办） 无 

12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3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731.00 工业（危险品库） 无 

13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5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76.50 工业（污泥脱水间） 无 

14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7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87.60 工业（阴树脂控制室） 无 

15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0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2,940.32 
工业（阴树脂生产车

间） 
无 

16 
鹤壁

蓝赛 

2020 鹤壁市不动产

权第 0015584 号 

河南省鹤壁

市鹤山区姬

家山园区 

84.00 
工业（阴阳树脂变配

电室） 
无 

除此之外，发行人位于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北区）东西七横路北侧、

西安市高陵区渭阳九路 999 号、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渭北工业园的库房、车间等

房屋所有权证尚在办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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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泾河工业园整体规划调整、部分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是否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1.泾河工业园整体规划调整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所律师已在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披露泾河工业园整体规划调整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目前尚未收到政府部门关于泾河工业园整体

规划调整所涉发行人土地的进一步规划以及要求搬迁的相关文件，不会对发行人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部分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所律师已在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披露部分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

有权证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人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十

二、泾河工业园整体规划调整、部分经营场所尚未取得房产证的风险”补充披露

相关风险。 

（三）核查程序及结论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项目备案、环评批复、土地权属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批复或证书，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核

查发行人房屋所有权证相关手续的办理情况； 

2.取得政府相关部门及发行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核查发行人房屋所有权证相

关手续办理情况、是否存在障碍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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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政府部门及发行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核查泾河工业园整体规划调整的

原因、最新规划进展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4.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核查房屋所有权证相关手续办理情况、是否存在

障碍、泾河工业园整体规划调整以及部分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的影响。 

5.核查鹤壁蓝赛新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正在积极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相关手续，

根据政府部门、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与公司管理层的访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

得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目前尚未收到政府部门关于泾河工

业园整体规划调整所涉及发行人土地的进一步规划以及要求搬迁的相关文件，不

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相关风险。 

本《补充法律意见（三）》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负责人及经办律

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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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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