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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编号: GLG/SZ/A5003/FY/2021-362 

 

第一节  引言 

致：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出具了《国

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国浩律

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下发编号为审核函〔2021〕020158 号

《关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本所律师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

现本所律师就相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不一致

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中声明的事项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其余均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

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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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问询函》的回复 

 

反馈问题 6：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兽用药品（包括化药制剂、原料药、中药制剂）、饲料及

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募投项目涉及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

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涉及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建设的募投

项目的具体情况，前述项目拟生产的产品是否已获得新兽药证书或采取自动化密

闭式高效率混合生产工艺，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2）本

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3）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

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

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4）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

排污许可证，如是，是否已取得，如未取得，说明目前的办理进度、后续取得是

否存在法律障碍，是否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5）本次

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

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6）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

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

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

配。 

回复： 

（一）涉及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建设的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前述

项目拟生产的产品是否已获得新兽药证书或采取自动化密闭式高效率混合生产

工艺，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产

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1. 涉及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建设的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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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中涉及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包括湖北回盛制剂

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和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 

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计划对口服液生产线、最终灭菌

大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非最终灭菌大小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最终灭菌注入剂生

产线、散剂生产线、化药颗粒剂/片剂生产线进行自动化综合改扩建。其中，散

剂生产线涉及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建设。 

①项目实施主体：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湖北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②项目建设周期：1 年 

③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3,882.07 万元，其中，建设

投资 13,001.4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880.60 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12,100.00

万元，均为资本性支出。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前，本项目已投入

411.55 万元，未计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④项目实施时间及进度安排：本项目建设期为 1 年，运营期为 11 年（含建

设期），项目于运营期第 4 年（含建设期）完全达产。 

（2）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②项目建设周期：1 年 

③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6,358.05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5,099.0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259.04 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4,900.00 万元，

均为资本性支出。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前，本项目未投入资金。 

④项目实施时间及进度安排：本项目建设期为 1 年，运营期为 11 年（含建

设期），项目于运营期第 4 年（含建设期）完全达产。 

2.涉及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建设的募投项目拟生产的产品是否

已获得新兽药证书或采取自动化密闭式高效率混合生产工艺，前述项目是否属

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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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研制新兽药，新兽药研制者应向国务院

兽药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新兽药注册申请，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合格的，

发给新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该兽药的质量标准。兽药生产企业生产兽药，应当

取得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产品批准文号的有效期为 5

年。涉及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项目建设的募投项目拟生产的产品部分取

得了新兽药证书，不属于新兽药的，则取得了兽药批准文号。湖北回盛制剂生产

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的散剂生产线和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均按照《兽

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20 年修订）》的要求进行生产建设，且采用了自动化

密闭式高效率混合生产工艺，具体如下： 

项目 
湖北回盛制剂生产自动化综合改扩

建项目中的散剂生产线 
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自动化 

从投料到分装具备全过程自动化控

制。自动化控制技术采取触摸屏控

制方式，实现配方管理、数据实时

采集、显示。系统控制范围主要包

括系统各设备的启停及动作连锁控

制。实现各工艺段自动化、连续化

的生产，由现场操作终端对自动输

送分装等进行操作并由PLC实施控

制 

采用 CIP 系统，对混合机、暂存罐及

部分管道实现在线清洗。设备采用先进

的控制系统，自动化程度高 

密闭式 

散剂生产系统包括超微粉碎机、气

流筛、提升机、料斗、真空上料机、

方锥混合机、在位清洗烘干系统等

设备。采用真空输送器方式实现物

料的密闭输送，满足物料无尘投料、

过筛、物料输送、混合、包装的需

求。生产环节之间粉体物料的输送、

筛分、混合、包装在一个封闭的环

境中完成 

投料采用负压投料方式，所有设备通过

管道密闭连接，气流混合机的进出料采

用全密闭方式，生产过程中无粉尘外溢

风险 

高效率混合 

混合机采用固定方锥料斗混合机，

其回转体对称中心与混合机架呈

30°夹角，在低速回转混合过程中，

物料在混合料斗壁压作用下，呈滑

移、堆叠、分散的多维切变反复过

程，形成扩散混合与剪切混合结合

的高效率混合工艺 

采用先进的气流混合机方式进行混合，

混合效率高、时间短（一般 5-10min），

设备无搅拌动作，运行可靠，维护工作

少，可实现在线称量复核功能，设备可

在线 CIP，混合效率及混合均匀性高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兽用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

线项目（持有新兽药证书的品种和自动化密闭式高效率混合生产工艺除外）属于

限制类产业。湖北回盛制剂生产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的散剂生产线以及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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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采取了自动化密闭式高效率混合生产工艺，不属于前述限

制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

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印发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能源消费

双控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具体而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

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对重点用能单位分解能耗双控目标，开展

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根据湖北省节能监察中心下发的《关于印发 2021 年节能监察计划的通知》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湖北回盛未被列入燃煤发电（含热力）企

业全覆盖节能专项监察名单、长江经济带淘汰落后能耗限额专项监察名单以及能

耗密度较高的公共建筑节能专项监察名单。本次募投项目满足项目所在地的能源

消费双控要求。 

2.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1）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的节能

审查意见 

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年产 1000 吨泰乐

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的节能审查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

责。根据本所律师与应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的访谈，该募投项目正在办理

节能审查手续，预计通过主管部门的节能审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五条规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由地方节能审查机关负责。”根据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湖北省

县（市、区）区域节能评估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按照《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 年第 44 号令）规定应当

进行节能审查、不属于本细则第六条所列范围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使用区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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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评估报告，不再单独编制节能报告。” 

应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委托孝感市工程咨询公司编制了《湖北应城经济开发区

区域能评报告》，对应城经济开发区“十三五”期间用能预测与总量控制进行了分

析。 

根据《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湖

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的能源主要为水、电和蒸汽，年度能耗

折算标准煤为 1,946.24 吨/年。根据湖北回盛提供的《关于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

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的说明》，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

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已取得了主管部门的节能审查意见。 

（3）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的节能审

查意见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六条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

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公布）

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湖北省发改委关于印发<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

通知》（鄂发改规-2017-3 号）第五条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

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国家发展

改革委公布的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目录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不需要进行节能审查

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出具说明，列明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年电力消费量及不

需要进行节能审查所依据的文件条款，并加盖公章。” 

根据《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宠物制剂综合生

产线建设项目的能源主要为水、电和蒸汽，年度能耗折算标准煤为 944.63 吨/年，

电的年耗量为 305.23 万千瓦时，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

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发行人已向节能主管部

门提交了关于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说明材料，符合《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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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粉剂/预混剂生产

线建设项目的能源主要为水、电和天然气，年度能耗折算标准煤为 664.27 吨/年，

电的能耗量为 423.95 万千瓦时，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

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发行人已向节能主管部

门提交了关于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说明材料，符合《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

产线扩建项目的节能审查手续正在办理，预计通过主管部门的节能审查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已取得了主管部门的节能

审查意见；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无需单

独进行节能审查。 

（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

情况；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目录》《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

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1.本次募投项目的备案情况 

序号 募投项目 项目备案情况 履行情况 

1 

年产 1,000 吨

泰乐菌素和

年产600吨泰

万菌素生产

线扩建项目 

根据应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湖北省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101-4200981-04-01-383623） 

已完成建设项目备案 

2 

湖北回盛制

剂生产线自

动化综合改

扩建项目 

根据应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湖北省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105-420981-04-02-687353） 

已完成建设项目备案 

3 

宠物制剂综

合生产线建

设项目 

根据应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湖北省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105-420981-04-01-485865） 

已完成建设项目备案 

4 

粉剂/预混剂

生产线扩建

项目 

根据武汉市东西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

代码：2105-420112-04-02-393559） 

已完成建设项目备案 

 

2.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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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第二条规定：“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名录的规定，分别组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2021 年版）》的项目类别和环评类别，本次募投项目的环评类别以及履行

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具体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环评类别 
环境影响评价主管

部门 
环评影响评价情况 

1 

年产 1,000

吨泰乐菌

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

菌素生产

线扩建项

目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 
孝感市生态环境局 

根据孝感市生态环境局出具

的孝环函[2021]42 号《孝感市

生态环境局关于年产 2,000吨

泰乐菌素、年产 600 吨泰万菌

素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该项目已完成环

境影响评价 

2 

湖北回盛

制剂生产

线自动化

综合改扩

建项目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 

孝感市生态环境局

应城市分局 

根据孝感市生态环境局应城

市分局出具的应环审函

[2021]29 号《关于湖北回盛制

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该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

评价 

3 

宠物制剂

综合生产

线建设项

目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 

孝感市生态环境局

应城市分局 

根据孝感市生态环境局应城

市分局出具的应环审函

[2021]30 号《关于湖北回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宠物制剂综

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该项目已完

成环境影响评价 

4 

粉剂/预混

剂生产线

扩建项目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东西湖分局 

正在办理之中，已通过专家评

审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

权限的通知》（鄂政办发[2019]18 号）（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的规定：

“……（二）市（州）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1.未列入《湖北省省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目录（2019 年本）》，由省政府及以上投资主管部门

审批、核准或备案，且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2.由市（州）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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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3.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立项、核准、备

案，且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4.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建设项

目。（三）县（市、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1.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立项、核准、

备案，且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2.其他不需向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但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项目备案情况以及环评类别，“年

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属于上述《通知》

第（二）项之“3.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立项、核准、备案，且需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由市（州）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审批，“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

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取得了孝感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文件。“湖北回盛制

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以及“粉

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属于上述《通知》第（三）项之“1.县（市、区）人

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立项、核准、备案，且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

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由县（市、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负

责审批。“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宠物制剂综合生产

线建设项目”取得了孝感市生态环境局应城分局的环评批复，“粉剂/预混剂生

产线扩建项目”应取得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分局的环评批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已履行完毕建设项目备案程序；除

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其余的

募投项目均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

录》《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了相应级

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四）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是，是否已取得，如未取

得，说明目前的办理进度、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是否违反《排污许可

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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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排放分类许可管理名录（2019 年）》第二条规定：国家根据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污染物产生

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

记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实行

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的排污单

位，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

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登记管理。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不需要申请取得排

污许可证，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基本信息、 

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放分类许可管理名录（2019 年）》，“兽用药品制造

类”行业分类中，单纯混合或者分装的，适用“登记管理”；兽用药品制造（不

含单纯混合或者分装的），适用“重点管理”。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1,000 吨泰乐

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

扩建项目以及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为兽用药品制造，适用“重点管理”，

应办理排污许可证；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的工艺过程仅涉及混合、分装，

适用“登记管理”，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填报排污登记表。 

2.排污许可是否已取得，如未取得，说明目前的办理进度、后续取得是否存

在法律障碍，是否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排污单位应当向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

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以下称审批部门）申请取得

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

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系以排污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

场所向主管部门申请。 

（1）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湖北

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 

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湖北回盛，根据湖北回盛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湖北回盛取得了孝感市生态环境局核发的登记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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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209816856316218001P《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8 月 27 日。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排污许可期内，排污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

污染物的项目；（二）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

排放去向发生变化；（三）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

放浓度增加”。 

综上，湖北回盛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

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以及宠物制

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均未投产，亦未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增加。湖北回盛将根据

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截至目前，预计取得变更后的排

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发行人已就该场所办理了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记（登记编号为 9142011273354032X9002P），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7 日。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

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

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 20 日内进行变更填报。” 

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尚未开始建设。该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后，若导

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以及污染物防治措施等信息发生变动，发行人将根据《排

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变更登记。截至目前，预计进行排污登记的

变更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二）排污许可证有效

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三）被依法撤销、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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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

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本次募投项目尚未建成投产，未实际排污，本次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根据《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的规定变更排污许可证或变更排污登记信息，不存在违反《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湖北回盛及发行人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取得了排污

许可证或进行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本次募投项目均尚未建成投产，未实际排

污，湖北回盛及发行人将根据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或变

更排污登记信息，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五）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

（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经核查，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主要为兽用药品（包括化药制剂、原料药

和中药制剂），根据本所律师将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的产品与《“高污染、高环

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比对，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不属于《“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所列范围。 

（六）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

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1.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 

（1）本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类型 具体环节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排放浓度 排放标准 

废气 生产环节 

TSP（有组织） 5.327（t/a）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 

VOCs（有组织） 48.312（t/a） 

粉尘（有组织） 1.320（t/a） 

恶臭（有组织） / 

TSP（无组织） 1.15（t/a） 

VOCs（无组织） 1.58（t/a） 

废水 生产环节 COD 300mg/L 《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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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 120mg/L 物排放标准》

（GB21903-2008）及应城经

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接管

标准 
SS 200mg/L 

固体废

物 
生产环节 

菌渣 5130（t/a）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控制 

废活性炭 280（t/a） 

废包材（危险废 

物） 
8.47（t/a） 

废离子交换树脂 1（t/a）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20）

的相关要求 

投料回收的粉 

尘 
7.13（t/a） 

喷雾干燥的粉 

尘 
14.55（t/a） 

危险废物按《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控制 

废包材 44.43（t/a）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20）

的相关要求 

污泥处理站污 

泥 
273（t/a） 

生活垃圾 16.5（t/a）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20）

的相关要求 

 

（2）本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

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发行人的本募投项目系“年产 2,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

线”项目的二期建设项目，公共辅助工程以及部分环保工程依托一期项目进行，

本募投项目总体环保投资 876 万元（包括施工期环保投资 6 万元以及营运期环保

投资 870 万元），营运期的环保投资主要包括废气处理措施、污水处理站扩容工

程、新建危废暂存间、对在建项目事故池进行扩容等，占项目投资总额比重为

2.64%，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本募投项目的污染物的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

如下： 

序号 类型 污染物 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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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废水 

生产废

水、生活

污水 

依托在建工程，建设 2800t/d

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

收集池+芬顿+混凝沉淀+深

度水解酸化+TIC 厌氧反应器

+水解酸化+两级 A/O+多元

氧化+接触氧化+清水池，经

处理后的废水达到园区污水

处理厂接管标准后通过管网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家深化

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进

行处理，规范排污口设置，

设置在线监测并与环保局联

网 

主要污染物执行园区污水处理

厂接管标准，总有机碳、急性

毒性（HgCl2毒性当量）、单

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执行《发酵

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1903-2008）标准限

值，氯离子满足湖北省府河流

域氯化物排放标准

（DB42/168-1999）标准限值 

2 废气 

泰乐菌素

发酵产生

的尾气 

进入配套的“旋风除尘器+三

级水喷淋+除雾+光催化氧

化”进行处理后经 25m 排气

筒高空排放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

中粉尘浓度限值为 30mg/m
3、

VOCs 浓度限值为 150mg/m
3
 

泰乐菌素

投料粉尘

产生的废

气 

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5m

排气筒高空排放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

中粉尘浓度限值为 30mg/m
3、

VOCs 浓度限值为 150mg/m
3
 

泰万菌素

发酵产生

的尾气 

进入配套的“旋风除尘器+三

级水喷淋+除雾+光催化氧

化”进行处理后经 25m 排气

筒高空排放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

中粉尘浓度限值为 30mg/m
3、

VOCs 浓度限值为 150mg/m
3
 

泰万菌素

投料粉尘

产生的废

气 

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5m

排气筒高空排放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

中粉尘浓度限值为 30mg/m
3
 

喷雾干燥

产生的粉

尘 

经“布袋除尘器+水膜除尘”处

理后经 15m 排气筒高空排放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

中粉尘浓度限值为 30mg/m
3
 

3 固废 

危险固废 

新建一座危废暂存间，暂存

间面积为 775m
2（建成后全厂

危废暂存间占地面积为 1550 

m
2）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

交由有资质部门处理 

危险废物暂存间执行《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单中相关要求 

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暂存间暂存 

零排放 
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环卫部门定期处

理 

 

2.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 

（1）本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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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具体环节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排放浓度 排放标准 

废气 生产环节 

颗粒物 0.183t/a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37823-2019）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

限值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GB37822-2019） 

SO2 / 

NOx / 

VOCs 0.055t/a 

废水 生产环节 
CODcr 0.29t/a 应城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接管标准 NH3-N 0.0013t/a 

一般工

业固体

废物 

生产环节 

废旧包装材料 5t/a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的相

关要求 

药渣 / 

不合格药材 / 

尘渣 0.908t/a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4.95t/a 

危险废

物 
生产环节 

不合格废药液 2.693t/a 

危险废物按《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

修改单控制 

废活性炭 / 

废胶皮 / 

滤渣 / 

废水处理污泥 / 

 

（2）本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

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本募投项目系对目前生产线的改扩建项目，部分环保工程（一般工业固废暂

存间剂危险废物暂存间、消防水池、事故池、地下水监测井等）依托现有环保工

程，本次环保投入金额总计 22 万元，主要为布袋除尘器及排气筒（废气处理）、

厂房隔声剂设备减震装置、火灾报警装置以及警示牌等，占该项目投资总额比重

为 0.16%。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本募投项目的污染物的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

力如下： 

序号 类别 污染物项目 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 

1 废气 颗粒物 

经密闭集气罩收集后再经除尘

效率≥99%的布袋除尘器除尘

后由一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布袋除尘器设备运行

稳定、可靠，处理效率

可达 99%以上。满足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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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非甲

烷总烃 

颗粒物经密闭集气罩收集后再

经除尘效率≥99%的布袋除尘

器除尘后与收集后的非甲烷总

烃由一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物排放标准》

（37823-2019）的规定 

2 废水 
CODcr、BOD5、

NH3-N、SS 

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

应城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满足《混装制剂类制药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1908-2008）

的规定 

3 
固体废

物 
/ 

企业危险废物：在规范场所暂

存、委托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理与处置；一般

固废：在规范场所暂存、委托

相关单位处理；员工生活：委

托环卫处理 

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的规定。

一般固废满足《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

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的

相关要求 

 

3.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 

（1）本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类型 具体环节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排放浓度 排放标准 

废气 生产环节 

颗粒物 0.0026（t/a）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37823-2019）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GB37822-2019）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 

SO2 / 

NOx / 

VOCs 0.1375t/a 

废水 生产环节 
COD 0.338t/a 应城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接管标准 NH3-N 0.0012t/a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生产环节 

废旧包装材料 15t/a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20）的

相关要求 

药渣 / 

不合格药材 / 

尘渣 /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7.425t/a 

危险废物 

生产环节 不合格废药液 1.6805t/a 

危险废物按《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控制 

废活性炭 / 

废胶皮 / 

滤渣 / 

废水处理污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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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

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本募投项目的废水处理主要依托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

素生产线扩建项目的污水处理站。本次环保投入金额总计 123 万元，主要为污水

配套设施、厂房隔声及设备减震装置、危险废物暂存间、设置火灾报警装置及警

示牌等，占项目投资总额比重为 1.23%。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本募投项目的污

染物的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如下： 

序号 类别 污染物项目 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 

1 
大气环

境 

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集气罩收集＋15m 高空

排放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37823-2019）的

规定 

2 
地表水

环境 

CODcr、

BOD5、

NH3-N、SS 

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排入应城经济开发区

污水处理厂 

满足《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8-2008）的规定 

3 
固体废

物 
/ 

不合格药液/药品交由有

资质单位；废试剂交由

有资质单位；废包装物

综合利用；生活垃圾集

中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

部门统一处置 

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

修改单的规定； 

一般固废满足《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20）的

相关要求 

 

4.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1）本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噪声，具体如下： 

类型 具体环节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排放浓度 排放标准 

废气 生产环节 

SO2 0.02（t/a） 
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表 3 

NOx 0.043（t/a） 
《武汉市 2020 年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武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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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 号）相关要求 

颗粒物 0.034（t/a） 
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表 3 

VOCs 0（t/a）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 

废水 生产环节 

COD 0.06mg/L 《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

（GB21908-2008）表 2 中排

放限值 
氨氮 0.01mg/L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生产环节 

废弃包装材料 0.2（t/a）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20）

的相关要求 

污泥 0（t/a） 

废活性炭 0（t/a） 

危险废物 生产环节 

研发固废 0（t/a） 

危险废物按《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控制 

研发废液 0（t/a） 

除尘器粉尘 0.21（t/a） 

废布袋 0.1（t/a） 

研发车间废活

性炭 
0（t/a） 

洁净车间废滤

料 
0（t/a） 

 

（2）本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

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本募投项目系利用新沟基地的联合生产车间预留空间进行生产线的建设，不

新增用地，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弃物处理相关的环保工程以及环保设施主要依

托新沟基地现有的环保设施，本募投项目环保投入金额总计 18 万元，主要包括

洁净厂房的颗粒物处理设备、购置新型低噪声级设备等，占项目投资总额比重为

0.28%，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本募投项目的污染物的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

如下： 

序号 类别 污染物项目 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 

1 废气 
颗粒物 依托“新沟基地”项目设置

的 15m 高排气筒（DA001）

高空排放 

满足 GB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表 3 的规定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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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满足《武汉市 2020 年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武政规[2020]10

号）相关要求的规定 

颗粒物 

在洁净厂房中生产，车间净

化等级 10 万级，经局部除尘

设施（袋式除尘器，处理效

率 98%）处理后，依托“新

沟基地”项目设置 25m 高排

气筒（DA002）高空排放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3-2019）表 2 中排

放限值的规定 

H2S、NH3 污水处理站设置于地下，恶

臭气体依托“新沟基地”项

目设置引风装置排入相应的

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进

行脱臭处理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3-2019）表 2 中排

放限值的规定 

臭气浓度 

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

的规定 

2 废水 

COD 

依托“新沟基地”项目设置

的污水处理设施；办公生活

污水和宿舍废水通过化粪池

预处理，食堂废水通过隔油

池预处理，之后以上两种废

水随生产废水一并进入厂区

污水处理站处理 

满足《混装制剂类制药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1908-2008）

表2中排放限值的规定 

氨氮 

BOD5 

SS 

单位产品基准排

水量 

动植物油 

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

表4中三级标准的规定 

3 
固体废

物 
/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处理。废弃包装材料交

由废品收购部门统一处理；

危险废物分类、分区暂存于

“新沟基地”项目设置的面

积为 63.77m
2 危险废物暂存

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

位进行安全处置 

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2013 年修改单的规定。

一般固废满足《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

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的相

关要求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针对本次募投项目污染排放所采取的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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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充分，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物相匹配，

处理后的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 

（七）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兽药管理条例》《兽

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20 年修订）》《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关于印发

2021 年节能监察计划的通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湖北省县

（市、区）区域节能评估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了解国家政策关于发行人

本次募投项目的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情况。 

（2）查阅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固定污染源排放分类许可管理名录（2019

年）》等文件，了解关于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排污许可或固定污染源排放的规

定。 

（3）查阅了《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粉剂/预混剂生

产线扩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了解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4）取得并查阅了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拟生产产品清单及发行人已

就该等产品取得的兽药批准文号。 

（5）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进行发改备案及环境影响

评价的备案/批复文件。 

（6）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7）查阅了发行人就本次募投项目取得的排污许可证及固定污染源排污登

记证明。 

（8）将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产品清单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

录（2017 年版）》逐一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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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就湖北回盛拟实施的募投项目是否符合能源消费双控要求以及是否取

得节能审查意见的相关事项访谈了湖北回盛所在地发展和改革局的工作人员，并

取得了访谈笔录。 

（10）取得了发行人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事项的说明，对发行人本次募投

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建设项目采取了自

动化密闭式高效率混合生产工艺，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本次募投项目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年产 1,000 吨泰乐

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的节能审查手续正在办理，预计通过

主管部门的节能审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综合改扩建

项目已取得了主管部门的节能审查意见；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粉剂/

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3）本次募投项目已履行完毕建设项目备案程序；除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

建项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其余的募投项目均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态环境部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了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

响评价批复。 

（4）湖北回盛及发行人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取得了排污许可证或进行了固定

污染源排污登记，本次募投项目尚未建成投产，未实际排污，湖北回盛及发行人

将根据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或变更排污登记信息，不存

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5）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6）发行人针对本次募投项目污染排放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充分，主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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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及处理能力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物相匹配，处理后的污染物可以

达标排放，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 

 

反馈问题 7：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本数），分别用于年产 1,000

吨泰乐菌素和年产 600 吨泰万菌素生产线扩建项目、湖北回盛制剂生产线自动化

综合改扩建项目、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粉剂/预混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补充流动资金拟投入募集资金 15,500 万元，不超过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请发行人补充披露：……（9）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

建设项目尚未取得土地，请补充披露前述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

进度，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如无法取得募

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等。……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9）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的用地计划、取得土地的安排、进度，

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 

1.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的用地计划、取得土地的安排、进度 

根据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发布的“国有用地建设使

用权拍卖出让公告”，位于应城市经济开发区横二路以南，纵二路以西地段的 GY

（2021）006 号宗地拟进行拍卖出让。 

2021 年 5 月 14 日，发行人子公司湖北回盛取得《成交确认书》，竞得位于

湖北省应城市经济开发区横二路以南、纵二路以西地段，编号为 GY（2021）006

号地块 67388.40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21 年 6 月 1 日，发行人子公司湖北回盛与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了合同编号为鄂 XG（YC）-2021-023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

定出让人将位于应城市经济开发区横二路以南，纵二路以西地段的 GY（2021）

006 号宗地的使用权出让给湖北回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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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回盛提供的银行电子回单，湖北回盛已按照合同约定缴纳了全部土

地出让款共计 1,43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湖北回盛相关工作人员的说明，该宗地

的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综上，就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的用地，湖北回盛已通过拍卖方式竞

得项目用地，并与土地主管部门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照合同

约定缴纳全部土地出让款，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2.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 

根据湖北回盛与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的编号为鄂 XG（YC）

-2021-023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编号为 2021-006 号的《应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条件通知单》，宠物制剂综合生产线建设项目所在地系工

业用地，其用地计划符合土地政策及城市规划要求。 

（二）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

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等 

经核查，发行人子公司湖北回盛与应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合同编号

为鄂 XG（YC）-2021-023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且已按照合同

约定缴纳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款。根据湖北回盛相关工作人员的说明，该宗地的土

地使用权证书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的宗地不存在无法落实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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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马卓檀                王彩章   

 

 

 

              _______________ 

                                                 彭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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