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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并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天律证 2019 第 00170-6 号  

 

致：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首发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

报规则第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接受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同兴环保”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李结华、鲍冉、杜梦洁、李梦珵

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同兴环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

并上市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本所律师已于2019年4月28日、2019年9月12日、2019年9月24日、2019

年11月6日、2019年11月15日、2020年2月20日对同兴环保本次发行分别出

具了天律证2019第00170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和天律证2019第00171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天律证2019第00170-1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

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天律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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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170-2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天律证2019第00170-3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

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天律证2019第00170-4

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天律证2019第00170-5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本所律师现就中国证监会提出

的反馈意见进行回复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凡经本所律师核查，同兴环保的相关情况与《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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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

的情况相同且本所律师的核查意见无补充或修改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

再重复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声明事项适用前述

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已声明的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及到

的简称含义除特别声明外，其余简称含义与本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及

《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首发办法》、《编报规则第1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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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以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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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请说明发行人的技术来源，发行人多名高管均来自于安徽威

达净化，请说明发行人技术与该公司的关系。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

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的技术来源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烟气治理服务、低温 SCR 脱硝催化剂、脱硝设备

及除尘设备的制造与销售，其核心技术及技术来源情况如下： 

序

号 
主要产品/服务 主要技术 技术来源及发展过程 

主要研发

人员 

1 
低温 SCR 脱硝

催化剂 

低温催化剂制

备技术 

2004 年，由北京工业大学何洪教授课

题组自主立项，开展低温 SCR 脱硝催

化剂的基础配方和制备技术研究，于

2008 年挤出配方研究成功。2012 年北

京方信利用多年研究的基础配方和工

艺生产低温 SCR 脱硝催化剂，同时对

催化剂配方和 SCR 相关配套设施进行

改进。2013 年，低温 SCR 脱硝催化剂

成型技术得到突破，攻克了低温 SCR

脱硝催化剂因材料成分和结构复杂而

难以成型的难关，解决了低温 SCR 脱

硝催化剂机械强度低、性能稳定性差

和产品一致性低的问题。 

何洪、李

坚、李凯、

吴锐 

2 

SDA 脱硫+除

尘低温 SCR 脱

硝 

SDA 旋转喷雾

干燥脱硫工艺

技术；低温

SCR 脱硝工艺

技术 

2013 年完成该技术的研发，2014 年建

成工业化试验装置，2014 年至 2015 年

完成历时1年多的工业化试验。于 2017

年在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司二期 4×

42 孔 7m 顶装焦炉上完成首次工程应

用。 

苏龙龙、李

云龙、盛大

海 

3 

干法脱硫+除

尘低温 SCR 脱

硝 

干法脱硫工艺

技术；低温

SCR 脱硝工艺

技术 

2013 年完成该技术的研发，2014 年建

成工业化试验装置，2014 年至 2015 年

完成历时1年多的工业化试验。于 2017

年在唐山达丰焦化有限公司 2×50 孔

4.3m 捣固焦炉上完成首次工程应用。 

郑光明、郑

勇、吕文

彬、苏龙

龙、盛大海 

4 CFB 半干法脱 CFB 半干法脱 该技术最早形成于 2015 年，并于 2017 吕文彬、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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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产品/服务 主要技术 技术来源及发展过程 

主要研发

人员 

硫+烟气加热+

低温 SCR 脱硝 

硫工艺技术；

低温 SCR 脱硝

工艺技术 

年在河北中煤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1、2、

3 号 1×50 孔 4.3m 捣固焦炉上完成首

次焦化烟气工程应用。 

云龙、盛大

海、沈先锋 

5 

低温 SCR 脱硝

+余热回收

+GGH 换热

+CFB 脱硫+除

尘 

低温 SCR 脱硝

工艺技术；

CFB 半干法脱

硫工艺技术 

该技术最早形成于 2016 年，并于 2017

年在河北中煤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1×

55孔5.5m捣固焦炉上完成首次工程应

用。 

郑光明、郑

勇、苏龙

龙、盛大海 

6 
除尘脱硝一体

化设备 

均匀喷氨技

术；催化剂热

解析技术；除

尘、喷氨、解

析、脱硝集成

技术 

2013 年完成该技术的研发，2014 年建

成工业化试验装置，2014 年至 2015 年

完成历时1年多的工业化试验。于 2015

年在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4×65 孔

7m 顶装焦炉上完成世界首次焦化行业

工程应用。 

郑光明、郑

勇、苏龙

龙、盛大海 

7 
地面除尘站设

备 

焦炉车辆操作

的连锁控制技

术；装煤除尘

的预喷涂技

术；皮带密封

烟气接口技

术；水密封烟

气接口技术；

转换阀门烟气

接口技术 

该技术经过公司多年的技术积累，于

2012 年左右再次突破，成功解决了收

尘效率低、系统漏风大、除尘布袋糊

袋、烧袋等难题。 

郑光明、解

道东、李

岩、李云龙 

8 
高压氨水侧导

系统设备 

焦炉装煤烟气

侧导技术；高

压氨水喷射技

术；焦炉车辆

自动对位技术 

该技术经过公司多年的技术积累，于

2012 年左右再次突破，将原“M+N”

管导烟形式优化升级为双“M”管导烟

形式，提高除尘效果。 

郑光明、解

道东、李

岩、李云龙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技术均来源于其自身与发行人子公司多年持续不

断的研发及工程化应用实践的总结和积累，发行人根据需要已对部分技术

及成果申请了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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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基于前述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应用实

践，发行人拥有 89 项专利，其中郑光明和解道东参与研发的专利 17 项，

朱宁、郎义广、张锋未参与专利研发。郑光明和解道东参与研发的专利如

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取得方式 形成过程 发明人 

1 

低温烟气专用单

仓加热再生脱硝

系统及脱硝方法 

发明 原始取得 

2014 年 11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6 年 5 月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 

郑光明 

王充 

尹华 

冯引军 

苏龙龙 

2 

采用低温烟气专

用单仓加热再生

脱硝系统的脱硝

方法 

发明 原始取得 

2014 年 11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7 年 10 月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 

郑光明 

王充 

尹华 

冯引军 

苏龙龙 

3 
焦炉机侧炉头烟

移动除尘站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1 年 11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2 年 7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4 
焦炉上升管余热

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1 年 11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2 年 7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鲍启亚 

5 
焦炉烟气余热回

收装置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1 年 11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2 年 7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鲍启亚 

6 一种导烟除尘车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1 年 12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2 年 7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解道东 

陶永强 

7 焦炉上升管在机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3 年 5 月，发行人向 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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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炉头烟除尘

系统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3 年 10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陶永强 

8 

一种同时从焦炉

烟道废气中脱除

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的装置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3 年 11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4 年 4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苏龙龙 

9 
一种捣固焦炉无

烟装煤除尘车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4 年 4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4 年 8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李云龙 

10 
焦炉废气专用脱

硝反应器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4 年 5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4 年 9 月获

得专利授权。 

王充 

尹华 

郑光明 

苏龙龙 

11 
低温焦炉废气脱

硫脱硝系统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4 年 5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4 年 9 月获

得专利授权。 

王充 

尹华 

郑光明 

苏龙龙 

12 
一种干法脱硫剂

预处理系统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4 年 11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5 年 3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王充 

尹华 

冯引军 

苏龙龙 

13 

一种基于旋转喷

雾干燥法的脱硫

除尘装置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5 年 8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5 年 12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盛大海 

14 
一种焦炉尾气湿

法脱硫装置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5 年 8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6 年 2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苏龙龙 

武军 

15 

一种焦炉烟道废

气脱硫脱硝一体

化装置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5 年 8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5 年 12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盛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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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种同时脱硝脱

硫并满足较高排

烟温度的系统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5 年 8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5 年 12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苏龙龙 

武军 

17 
一种焦炉低硫尾

气脱硫除尘装置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015 年 10 月，发行人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

利申请，2016 年 3 月获

得专利授权。 

郑光明 

上述 17 项专利主要形成于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皆为发行人自主研

发形成，发行人其他 72 项专利中，除受让取得的专利外，原始取得的专

利发明人皆为专利申请时发行人的在职员工或合作研发方的员工。  

三、发行人的专利与安徽威达净化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一）安徽威达净化的基本情况  

安徽威达净化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2010 年 12 月 23 日安徽威达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环保”，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代码

835501）收购了安徽威达净化的全部净资产，安徽威达净化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注销。  

根据威达环保公布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威达环保主营业务为袋式

除尘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安装以及袋式除尘系统、烟气脱硫脱

硝系统的设计，其中袋式除尘器及其系统装备在 2015 年 1-7 月、2014 年

度、2013 年度威达环保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80.72%、95.18%、98.36%。 

（二）发行人专利和技术与安徽威达净化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发行人相关高管已从安徽威达净化离职多年，发行人及相关高管也未

从威达环保或安徽威达净化受让过相关专利及技术，双方之间不存在专利

侵权引发诉讼或纠纷的情况。  

2020 年 3 月 4 日，威达环保出具《说明》，“同兴环保未从威达环保受

让过任何专利技术；同兴环保相关高管（郑光明、朱宁、解道东、张锋、

郎义广）与威达环保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和其他纠纷；同兴环保现有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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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威达环保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现有技术均属于发行人所有，与安徽威

达净化及威达环保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 

问题二、请发行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补充说明以下事项：（1）

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包括：具体影响面，

停工及开工复工程度，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是否存在障碍，预计一

季度及上半年产能产量销量等业务指标情况及是否有重大变化，相应期间

预计营业收入、扣非前后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

否有重大变化，发行人管理层的自我评估及依据。（2）如新冠疫情对发行

人有较大或重大影响，该影响是否为暂时性或阶段性，是否已采取必要的

解决措施，未来期间是否能够逆转并恢复正常状态，是否会对全年经营业

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是否有重大

不利影响。（3）请在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上述重大信息，并完善下一

报告期业绩预计信息披露。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上

述事项，说明判断依据和结论，明确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包括：具体

影响面，停工及开工复工程度，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是否存在障碍，

预计一季度及上半年产能产量销量等业务指标情况及是否有重大变化，相

应期间预计营业收入、扣非前后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及与上年同期

相比是否有重大变化，发行人管理层的自我评估及依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和

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具体如下： 

（一）具体影响面  

由于疫情导致春节后延期复工，公司及主要客户、供应商的生产经营

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生产和交付受到延期

复工影响，相比正常进度有所延后；下游客户受延期复工的影响，公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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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治理项目的安装、调试及验收周期也会相应延后；公司跟踪的客户项目

招投标延迟。但由于公司及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的生产基地均不在主要

疫区湖北，疫情对公司的采购、生产和销售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情

况如下：  

1、采购方面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设备配件、钢材、钛白粉、偏钒酸铵、仲

钼酸铵等，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均不在湖北地区，其中华东地区供应商占绝

大部分，并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因此疫情对公司

的原材料采购影响较小。另外，截至目前国家已开始鼓励企业逐步复工，

并对原材料供应运输进行保障。公司采购主要通过公路运输，因此疫情和

道路运输状况对公司采购的影响可控。截至 2020 年 2 月末，公司存货中

原材料金额为 3,438.26 万元，公司原材料采购能够保证生产需求。  

综上，公司主要供应商均不在湖北地区，可满足公司采购需求；同时，

公司具有一定的原材料库存，公司原材料能够保证生产需求。  

2、生产方面  

根据所在地政府的统筹安排，并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发行人已开始陆

续复工，同兴环保及主要子公司安徽方信已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全面复产；

对于需要在业主方厂区现场施工的烟气治理项目，公司项目管理部人员及

施工分包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已陆续进场。  

公司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积极落实防控措施，严格进行办公、生产区

域消毒、对员工进行体温检测、要求员工佩戴口罩。目前，员工身体状态

均正常，未出现确诊、疑似或密切接触者案例。同时，公司积极做好全面

复工复产相关准备工作，因此疫情对公司生产影响有限。  

3、销售方面  

公司主要客户为焦化、钢铁企业，均不在主要疫区湖北。受疫情影响，

同兴环保目前通过线上方式与客户持续保持联系与沟通，部分项目的现场

招标工作处于暂停状态，相关工作整体延后。因此，疫情会对公司的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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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销售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主要客户的逐步复工，影响将逐步消除。  

（二）停工及开工复工程度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开始春节放假，原计划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

正常复工，受到疫情影响，复工时间相应推迟。  

根据所在地政府的统筹安排，并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全面复工，对于需要在业主方厂区现场施工的烟气

治理项目，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及分包商施工人员已开始陆续进场。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日照钢铁、山西新石、鄂托克旗建元等原计划

开工建设的烟气治理项目已恢复正常现场施工。公司复工率已达 100%。  

（三）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是否存在障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复工率已达 100%，生产复工

情况能满足订单交付计划要求，且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公司日常订单或

重大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障碍。  

（四）预计 2020 年一季度及上半年的业务指标及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根据公司目前的在手订单和生产经营情况，并假设疫情控制持续向好

的前提下，发行人对 2020 年第一季度和上半年的主要财务指标预计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一季度情况 2020 年上半年情况 

2019 年 1-3

月实际 

2020 年 1-3

月预计 

预计变动

幅度 

2019 年 1-6

月实际 

2020 年 1-6

月预计 

预计变

动幅度 

营业收入 12,977.66 11,643.89 -10.28% 28,609.50 36,228.20 26.63%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母

净利润 

3,372.52 2,075.12 -38.47% 6,410.27 5,811.99 -9.33% 

注：上述相关财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上表中 2019 年一季

度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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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的分析  

受疫情影响，公司烟气治理项目现场实施工作向后推迟，第一季度烟

气治理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会出现下降。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

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10.2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下降

38.47%。  

2、2020 年上半年业绩预计情况的分析  

假设疫情控制持续向好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预计

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6.6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母净利润下降 9.33%，总体保持相对稳定。  

（五）发行人管理层的自我评估及依据  

根据发行人目前的复工情况、在手订单以及生产经营情况，发行人管

理层认为：虽然疫情短期影响发行人 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但相关

影响仅为暂时性的影响，不构成重大影响。发行人已经采取必要的解决措

施，未来期间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预计 2020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能够与去

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未对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

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发行人的核心业务、经营环境不会因疫情而发生变化  

（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核心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人主要从事烟气治理业务，主要为钢铁、焦化、建材等非电行业

工业企业提供超低排放整体解决方案，包括除尘、脱硫、脱硝项目总承包

及低温 SCR 脱硝催化剂。  

烟气治理投资是发行人客户或业主方进行日常生产活动所必须的刚

性投资。本次疫情可能会导致部分订单执行延后，但不会导致客户取消订

单。公司的经营模式和核心业务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2）发行人的经营环境不会因疫情的影响而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所属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受到国家政策支持，而本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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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会对发行人所属行业的行业政策和市场需求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所处的行业仍将保持良好态势。  

2、发行人主要客户为国内大型钢铁、焦化生产制造企业，具有较强

抵御风险能力，与公司保持良好、稳定合作关系  

发行人主要客户系大型钢铁、焦化生产制造企业，具有较强抵御风险

能力，且与公司保持良好、稳定合作关系。因此，预计疫情对发行人主要

客户的生产经营及发行人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均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积极采取疫情防控应对措施，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严格落实

各级政府部门防控要求，并制定防控机制和应急方案，启动实施一系列公

司防疫设施配备、防疫物资储备、内部防疫消毒、员工排查跟踪管理、防

控宣传、安全生产准备等措施。同时，做好与客户、供应商的沟通。公司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与应对工作，力求将本次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降至最

低。  

4、疫情仅会短期影响 2020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不会对 2020 年全年

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疫情的发生对发行人及下游客户短期生产经营的开展带来一定影响，

也会影响发行人的短期经营业绩。发行人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疫情会导

致项目施工、验收周期延后，一般不会导致订单取消。发行人目前在手订

单充足，对于第一季度延期施工的烟气治理工程项目，发行人将积极在后

续期间予以赶工，争取在整体进度上能够按计划完成，预计 2020 年上半

年经营业绩能够与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疫情不会对发行人全年的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的核心业务、经营环境未受疫情的影响而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公司未来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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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新冠疫情对发行人有较大或重大影响，该影响是否为暂时性或

阶段性，是否已采取必要的解决措施，未来期间是否能够逆转并恢复正常

状态，是否会对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续经营

能力及发行条件是否有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疫情会短期影响发行人 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

绩，但相关影响仅为暂时性的影响，不构成重大影响。发行人已经采取必

要的解决措施，未来期间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预计 2020 年上半年经营业

绩能够与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疫情不会对发行人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

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不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  

三、请在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上述重大信息，并完善下一报告期

业绩预计信息披露。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九、财务报告

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情况”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之“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情况”部分就上

述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虽然疫情短期影响发行人 2020 年第一季度经

营业绩，但相关影响仅为暂时性的影响，不构成重大影响；发行人已经采

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未来期间能够恢复正常状态；发行人预计 2020 年上

半年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定，不会对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

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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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二〇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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