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书 

(2021)承义法字第 00076 号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9 号《关于对苏州禾盛新

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盛新材”、“上市公司”或“公司”）

委托，指派鲍金桥、陈野然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就禾盛新材是否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出具本核查意见书。 

一、核查过程 

1、本律师电话咨询深圳市公安局案件经办人员了解中科创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创商业保理”）被冻结账户的最新情况。 

2、本律师查阅了禾盛新材的相关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禾盛新材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及 2020 年年度报告等。 

3、本律师抽查了公司及其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2020 年的银行流水，并查阅

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 

4、本律师查阅了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

出具的容诚审字[2021]230Z1412 号《审计报告》和容诚专字[2021]230Z1211 号《内

部控制鉴证报告》，了解会计师对公司 2020 年年报及内控发表意见的事项。 

5、就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全部银行账户、与控股股东的资金往来、子公司的

运行状况等事宜，本律师获得了禾盛新材出具的《专项说明》，并结合已查证的

相关事实发表核查意见。 

6、本律师通过巨潮资讯网查阅了最近三年公司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

议文件，核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运作情况。 

二、核查事实 



  

1、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中科创资产和公司子公司中科

创商业保理的办公现场仍被深圳公安机关查封；中科创商业保理开设在平安银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和平安银行深圳南头支行的银行账户仍被深圳公安机关冻结；公

司子公司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资本”）、深圳市中

科创价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价值投资”）、深圳市禾盛生态供应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盛生态供应链”）、深圳市中科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科创新材料”）及香港中科创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中科

创”）存放在中科创商业保理办公场所的相关证照、公章等资料仍被一并扣押。 

2、公司及子公司账户数目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账户数目 

1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4 

2 合肥禾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4 

3 苏州兴禾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36 

4 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 

5 深圳市中科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 

6 深圳市中科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 

7 深圳市中科创价值投资有限公司 1 

8 深圳市禾盛生态供应链有限公司 1 

合计 60 

公司子公司开设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和平安银行深圳南头支行的两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因证照、公章等被查封导致不能正常使用的 4 个银行账户。

除上述 6 个账户外，公司及子公司的其他银行账户均处于正常状态。 

三、核查意见 

本律师根据禾盛新材存在的客观现状，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逐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一）

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

复正常”而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1）经核查，禾盛新材自 2002 年设立以来主要从事家电用外观复合材料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并于 2009 年 9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目前，该业务仍



  

是禾盛新材的主营业务，由合肥禾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禾盛”）

和苏州兴禾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禾源”）两家子公司运作。截至

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上述两家子公司的管理团队稳定，业务开展正常。根据容

诚出具的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1] 230Z1412 号），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2,230.73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508.01万元。 

（2）经核查，公司于 2015 年 6 月设立中科创商业保理，开展商业保理业务。

中科创商业保理设立以来未受过司法、行政及监管机构的处罚。鉴于办公场所被

查封、法定代表人被协助调查，2019 年 1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决定暂停中科创商业保理开展新业务。 

（3）公司子公司中科创资本投资、中科创价值投资、禾盛生态供应链、中

科创新材料未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子公司香港中科创已注销，因此上述子公司的

相关资料被扣押，不会对禾盛新材的经营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一）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而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二）

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而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知主要银行账户共 60 个，

其中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有 2 个，系中科创商业保理基本户和一般户；因证照、公

章等被查封导致不能正常使用的银行账户有 4 个，系其他深圳子公司的基本户。

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余额为 18,988,638.80 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余额 253,527,560.07 元的 7.49%。 

（2）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中科创保理暂停开展新业务。公司家电用外观复合材料主营业务由全资子公司合

肥禾盛和兴禾源独立开展业务，两家子公司银行账户均正常使用，资金存放及业

务收支结算均正常开展。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被冻结账户资金金额占公司货币资金比重较

小，且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账户均正常使用，资金存放及业务收支结算均正常



  

开展，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公

司股票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而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3、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三）

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而应

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有序组织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权利、履行职责、规范运作。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目前可以正常召开会议并形

成决议，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三）项规定的

公司股票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而应被实行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4、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四）

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而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经核查，容诚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容诚专字

[2021]230Z1211 号)。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四）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而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5、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五）

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而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1）经核查，通过核查公司及子公司账户 2020 年度的银行流水，公司及子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的情况。 

（2）经核查，根据禾盛新材的《企业信用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禾盛新材除为全资子公司合肥禾盛及兴禾源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外，不存在

签订其他对外担保合同的情况。根据合肥禾盛、兴禾源、中科创商业保理、中科



  

创资本、中科创价值投资、禾盛生态供应链、中科创新材料的《企业信用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肥禾盛、兴禾源、中科创商业保理、中科创资本、

中科创价值投资、禾盛生态供应链、中科创新材料不存在对外担情况。 

（3）经核查，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两家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禾盛和兴禾源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审议过其他子公司对外担保的事项。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五）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

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而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6、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六）

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

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而应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净利润为 62,835,914.74 元、

-1,198,141,827.50 元、55,080,118.89 元，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 43,529,006.55 元、-1,208,815,861.18 元、55,446,389.81 元。

由上可见，公司只有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

2020 年容诚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1]230Z1412

号)，基于会计师已执行相关主要审计程序，未发现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事

项。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六）项规定的公司股票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

确定性”而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此页无正文，为(2021)承义法字第00076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禾

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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