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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专项核查意见引言 

 

一、 出具专项核查意见的依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或“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现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

函[2021]第 10 号）》，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年报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如无特别表示，以下简称“本专项

核查意见”）。 

二、 专项核查意见的申明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申明如下：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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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发行人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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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或公告，并愿意对本专项核查意见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公告中自行引用或按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审核要求引用本专项核查意见的内容。 

4、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需的

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5、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6、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7、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发行人为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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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项核查意见正文 

 

一、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余额为 4.60 亿元，其他货币资金

为开具票据、保函、信用证等所支付的保证金及由于诉讼冻结的资金。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相关银行账户因诉讼被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开户账户银行名称、账户类型、用途、被冻结单位名称、被冻结金额、被冻结

日期以及具体原因等，并说明被冻结银行账户是否为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是

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规定的情形。请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本所律师获取了天沃科技关于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明细及说明； 

2、本所律师核查了天沃科技被冻结银行账户涉及的涉诉文件； 

3、本所律师获取了天沃科技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核查天沃科技 2020 年度

业务经营情况。 

（二）核查意见： 

1、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天沃科技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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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户类型 账户用途 被冻结金额

（元） 

被冻结日期 具体原因 

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后

塍支行 

基本存款

账户 

公司日常经

营账户 

240,557 2020/4/8 潘汉荣诉天沃科技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潘汉荣向张家港法

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公司所列账户 240,557 元资金，案件已

调解结案，天沃科技已按调解协议履行完毕，目前正在办理资

金解封手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12,762,704.4 2020/9/8 苏州市兴鲁空分设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兴鲁空分”）

诉江苏天沃综能清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天沃综能”）、

新煤化工设计院（上海）有限公司（简称“新煤化工”）承揽

合同纠纷案，兴鲁空分向张家港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沃综能

与新煤化工支付货款 1,050 万元及赔偿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

同时要求天沃科技承担补充责任。兴鲁空分向张家港市人民法

院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公司所列账户 12,762,704.4 元。目

前案件一审判决天沃综能和新煤化工就设备款支付承担连带

责任，天沃科技承担补充责任。天沃科技已向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已对新煤化工已经追加保全

措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后塍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200,000 2021/3/1 江苏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件，江苏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公司所列

账户 200,000 元资金。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 

中机国能 华夏银行四平支行 一般存款 结算账户 5,200,000 2020/6/1 2020 年 6 月，青海海祥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因建设合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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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户类型 账户用途 被冻结金额

（元） 

被冻结日期 具体原因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账户 纠纷向侯马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河南正德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垫付工程款以及误工损失费合计人民币

5,116,920 元，中机电力作为总包方以及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

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以上请求款项承担偿付责任。同

时，原告向侯马市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冻结公司所列

账户 5,200,000 资金。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 

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10,000,000 2020/10/12 2020 年 10 月，南京丰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承包合

同纠纷向高邮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机电力支付工

程结算款 991 万元及其利息损失。同时，原告向高邮市人民法

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中机电力所列账户 1,200 万元资金。

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 

建设银行上海第四支行 基本存款

账户 

公司日常经

营账户 

2,000,000 2020/10/12 

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57,687,534.32 2020/12/8 2020 年 11 月，因与中机电力抚顺热电厂项目“上大压小”分包

项目工程款纠纷，抚顺中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抚顺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机电力支付人民币

63,876,443 元。同时，原告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冻结中机电

力所列账户资金。该项争议主要因业主未支付中机电力工程

款，故中机电力对分包商抚顺中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存在余款未付。目前中机电力与业主诉讼争议已调解，本案尚

在审理中。 

农业发展银行玉门市支

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23,273,333.15 2020/12/8 

交行石河子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601,489.79 2020/12/14 2020 年 12 月，许亚芳因与中机电力买卖合同货款纠纷向宜兴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机电力支付货款人民币 79.8

万元及其利息。同时，原告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

请，冻结中机电力所列账户 83 万元资金。目前案件处于管辖

建行浙江省分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830,000 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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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户类型 账户用途 被冻结金额

（元） 

被冻结日期 具体原因 

权异议上诉阶段。 

北京银行江西赣江新区

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1,850,000 2020/12/14 2020 年 12 月，裴凤梅因与中机电力买卖合同货款纠纷向宜兴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机电力支付货款人民币

180.8 万元及其利息。同时，原告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财产

保全，冻结中机电力所列账户 185 万元资金。目前案件尚在审

理中。 

24,449,113.28 2020/12/16 2018年中机电力与上高中机国能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简称“上

高中机”）签署《上高项目 EPC 合同》，中机电力为总承包。

上高中机与原告北京银行赣江新区支行签署借款合同，借款 1

亿元。目前项目未实质建设，上高中机仅还款 100 万元。 

2021 年 1 月，北京银行江西赣江新区支行向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以项目迟迟未开工建设，中机电力

应当向上高中机返还工程款为由，请求判令中机电力向其代位

清偿剩余债务本金 9,900 万元。 

华夏银行四平支行 一般存款

账户 

结算账户 570,000 2021/3/10 德科隆（无锡）流体控制有限公司因货款纠纷向无锡市新吴区

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目前尚未收到任何诉讼材料。 

注：上表中开设于华夏银行四平支行和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的账户资金分别被冻结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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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包括子公司）因各类纠纷，被法院冻

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39,664,731.94 元，涉及账户共 10 个。 

2、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并非主要银行账户，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天沃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被冻结金额合计

为人民币 139,664,731.94 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086,477,106.93

元）的 4.53%，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货币资金（2,264,356,387.1 元）的 6.17%。

共涉及账户 10 个，天沃科技仍可以通过其他未冻结账户进行日常结算，部分银

行账户仅被冻结部分资金，不会影响账户其他资金使用。因此，被冻结银行账户

并非主要银行账户，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公司目前主要业务

均正常开展，未触及《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

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被冻结银行账户并非主要银行账户，不会对天沃

科技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天沃科技目前主要业务均正常开展，未触及《深

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规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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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签署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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