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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

或简称对应右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母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披露的会计报表报告期，即 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6 月 

专项说明 指 
《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报的

专项反馈意见的说明》（天健函﹝2017﹞8-10 号） 

注：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除上述释义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的其他简称和词语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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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关于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接受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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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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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本所已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出具了《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

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和《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

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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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出具了《泰和泰（重庆）律师

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出具了《泰

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出具了《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现本所律师基于中国证监会审核人员关注的事项补充反馈回复

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5-5-5 

 

律 师 声 明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所依据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

调查，取得了相关支持文件，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作了询问，取得了由发行人获取并向本所提供

的相关证明和文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不一致的，以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

发行并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中国证监

会，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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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未

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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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补充反馈问题 2：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公司相关专利诉讼案件

和申请专利无效的复审案件的进展情况。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该诉

讼案件是否可能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表核查意

见。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询问了专利诉讼案件及申请专利无效复

审案件的代理律师，并取得了其就诉讼案件及复审案件的进展情况说

明及诉讼意见，询问了发行人督办该专利事项的副总经理周立峰，取

得并查阅了涉诉子公司昆山长江、十堰长江收到的诉讼材料，包括传

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等文件，查阅了发行人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网站中披露的公告信息，查阅了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举报的专项反馈意见的说明》（天健函﹝2017﹞8-10

号），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核查结果

如下： 

（一）公司关于相关专利诉讼案件和申请专利无效的复审案件的

进展情况的说明 

1．相关专利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1）发行人子公司十堰长江专利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17 年 8 月 29 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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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仁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仁创”）诉十堰长江造型

材料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一案，且双方已完成法庭质证环节。目

前，因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已

受理发行人专利无效申请，且经十堰长江申请，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作出（2017）鄂 06 民初 33 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裁定中止审理本案。 

（2）发行人子公司昆山长江专利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17 年 6 月 12 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了北

京仁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昆山长江造型材料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一案，且双方已完成法庭调查、法庭质证环节，该案尚因专

利复审委未作出涉案专利是否有效的最终决定而暂时中止。 

2．申请专利无效的复审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4月 1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递交

了《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宣告北京仁创拥有的“湿态覆膜砂及其制备工艺”发明专利（专利号：

ZL00108081.4，证书号：181153，发明人：秦升益）无效。该无效申

请已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并

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 6 庭进行了

口审程序，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还在等待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就前述涉案专利是否有效的复审决定。 

（二）关于诉讼案件是否可能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说明 

1． “湿态覆膜砂”产品净利润占发行人净利润比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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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两起涉诉专利纠纷，原告北京仁创请求十堰长江和昆山长江

赔偿金额合计为 9,220,586.6 元。北京仁创起诉十堰长江的《民事起

诉书》中所列的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为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

在证监会官网公布的《招股说明书》中 167 页公布的铸造用覆膜砂的

销售单价为 1,013.27 元/吨，353 页显示的被告 2015 年销量为 3.79 万

吨，305 页显示的毛利率为 40.4%，按照 20%的净利润计算，得知其

2015 年覆膜砂净利润为 7,680,568.6 元（3.79 万吨*1,013.27*20%），

即其侵权产品违法所得为 7,680,586.6 元；北京仁创起诉昆山长江的

《民事起诉书》中所列赔偿金额的描述为：根据原稿粗略计算，被告

的违法所得约为 74 万元，并未列明此数字的具体计算方法。 

公司主营产品为：铸造用覆膜砂及再生砂、压裂支撑剂。“湿态

覆膜砂”系铸造用覆膜砂中的细分产品。以上索赔金额计算未将公司

涉诉的湿态覆膜砂与其余覆膜砂产品予以区分，没有事实依据，公司

涉诉的湿态覆膜砂在公司产品中的实际占比较小，根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举报的专项反馈意见的说明》（天健函﹝2017﹞8-10 号），

对发行人涉诉产品销售情况确认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中仅十堰长江、昆山长江生产销售“湿态覆膜砂”，

公司根据十堰长江、昆山长江的产量、销量、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为

基础，以下述编制目的、编制基础和编制方法，编制了十堰长江、昆

山长江“湿态覆膜砂”的模拟利润表： 

（1）编制目的 

为了核实上述专利纠纷产品“湿态覆膜砂”的经营状况，反映十堰

长江、昆山长江生产的“湿态覆膜砂”产品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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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和 2016 年度的模拟经营成果。 

（2）编制基础及编制方法 

以十堰长江、昆山长江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的

财务报表为基础，将十堰长江、昆山长江的收入及与之配比的成本、

费用按产品进行划分，确定与诉讼产品“湿态覆膜砂”相关的收入、成

本及费用。其中：收入、成本按“湿态覆膜砂”产品直接认定；税金、

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等凡能直接辨别为“湿态覆膜砂”发生的费用

直接认定，其余不能直接辨别的费用按“湿态覆膜砂”营业收入分别占

十堰长江、昆山长江营业收入的比例计算确认。 

（3）模拟经营成果如下：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十堰

长江 

产量（吨） 71.00 840.00 2,108.50 2,096.00 

销量（吨） 68.50 828.00 2,094.00 2,097.50 

营业收入

（元） 
82,391.80 1,107,110.55 3,405,801.87 3,356,764.88 

营业成本

（元） 
70,814.27 775,279.74 1,507,149.26 1,398,729.92 

净利润（元） -173.40 194,212.94 1,331,225.63 1,250,515.08 

持股比例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对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影

响数（元） 

-173.40 194,212.94 1,331,225.63 1,250,515.08 

昆山

长江 

产量（吨）  141.36 292.45 3,795.78 

销量（吨）  19.58 298.92 3,911.09 

营业收入

（元） 
 22,321.20 345,897.32 4,078,093.88 

营业成本

（元） 
 15,577.11 213,929.71 2,912,565.08 

净利润（元）  2,949.81 95,008.51 448,6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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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持股比例

（%） 
 72.50 72.50 100.00 

对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影

响数（元） 

 2,138.61 68,881.17 448,600.68 

对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影响

数小计（元） 

-173.40 196,351.55 1,400,106.80 1,699,115.76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元） 

73,758,626.68 71,847,973.03 71,499,089.93 98,764,796.44 

所占比例（%） 0.00 0.27 1.96 1.72 

通过核查模拟利润表，“湿态覆膜砂”2013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模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影响数分别为

-173.40 元、196,351.55 元、1,400,106.80 元和 1,699,115.76 元，占公

司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0.00%、

0.27%、1.96%和 1.72%，“湿态覆膜砂”利润所占比重较小，不会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诉讼争议专利三年后到期 

经核查，涉诉专利（即“湿态覆膜砂及其制备工艺”，专利号为：

ZL00108081.4，证书号为：181153，发明人为秦升益）保护期间为

2000 年 6 月 12 日至 2020 年 6 月 11 日，专利权保护即将到期。 

3．发行人上述专利纠纷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三条，“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发行人不存在《专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5-5-12 

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1规定的假冒专利情形，其自主研发生产

销售的“湿态覆膜砂”即使侵犯了举报人的相关专利，也只是属于一般

专利侵权的民事纠纷，不构成“假冒专利”的情况，不涉及《刑法》第

二百一十六条“假冒专利罪”，也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本所律

师通过访谈国内覆膜砂领域的知名专家，与发行人针对该两起专利诉

讼聘请的专利代理律师沟通并获取其出具的诉讼意见，审阅发行人提

供的国内外与覆膜砂相关的专业技术文献、《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

及其受理通知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等文件后认

为，上述未决专利权纠纷并不必然导致发行人所生产“湿态覆膜砂”

产品构成侵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未受到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关于上述专利侵权的任何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湿态覆膜砂”实际净利润占发行人整体净

利润比重小，涉诉专利权保护三年后即到期，上述专利纠纷不构成重

大违法违规。因此，发行人子公司十堰长江、昆山长江与北京仁创之

间的诉讼案件，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两起专利诉

讼案件目前均因专利复审案件结果未定而没有实质性进展；专利复审

案件已完成口审程序且发行人尚在等待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

员会就前述涉案专利是否有效的复审决定。另，上述专利诉讼案件不

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下列行为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

为：（一）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

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二）销售第（一）

项所述产品；（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

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

术或者专利设计；（四）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五）其他使公众混淆，将

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 

javascript:SLC(111782,0)
javascript:SLC(1117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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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反馈问题 4：请发行人补充详细说明报告期内享受的税

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情况，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

惠和财政补助是否有明确的依据，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的合法合规性 

针对报告期内发行人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本所律师查阅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海关总署、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1﹞58 号）、《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6 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核查并取得了发行人、凯米尔、成都长江及大

邑长江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税务事项通知书，核查并取得

了十堰长江和仙桃长江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及享受相关税收优惠的

备案资料，核查并取得了十堰长江的福利企业证书及报告期内残疾职

工工资加计扣除所得税汇算清缴备案资料，核查并取得了湖北省安置

残疾人就业单位增值税即征即退申请审批表及相应的税务事项通知

书等，核查结果如下： 

1．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税收优惠情况 

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各主体及税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纳税主体名称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发行人 15% 15% 15% 15% 

凯米尔 15% 15% 15% 15% 

成都长江 15% 15% 15% 15% 

大邑长江 15% 15% 15% 25% 

十堰长江 15%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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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主体名称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仙桃长江 15% 15% 15% 25% 

（1）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纳税主体有：发行

人、凯米尔、成都长江、大邑长江共四家公司； 

（2）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纳税主体有：十堰长

江和仙桃长江共两家公司； 

（3）享受残疾人就业企业相关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优惠政策的

纳税主体为十堰长江。 

2．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法规依据 

（1）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法规依据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 号）文件，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类产业企业是指以《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

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的企业。 

经重庆市北碚区地方税务局蔡家税务所批准，发行人享受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从 2011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经重庆市北碚区国家税务局批准，凯米尔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从 2011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经四川省郫县国家税务局批准，成都长江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从 2011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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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四川省大邑县国家税务局批准，大邑长江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从 2015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2）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法规依据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中关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及其实施条例、《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十堰长江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经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家税务局、湖

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R201442000063，有效期三年。十堰长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减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2017 年 6 月，十堰

长江造型材料有限公司已经向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递交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7 年第 24 号），明确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在

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十堰长江造型

材料有限公司经比对相关认定条件，判断认定申请不存在重大障碍，

预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可能性很大，因此，十堰长江造型材料有

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暂按 15%税率计提企业所得税。 

仙桃长江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经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

政厅、湖北省国家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编号为 GR201542000436，有效期三年。仙桃长江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减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3）享受残疾人就业相关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及增值税税收

优惠的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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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子公司十堰长江造型材料有限公司经十堰市民政局审核

认定为社会福利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 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

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据此十堰长江

享受按照企业支付给残疾职工实际工资的 2 倍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

得额税前扣除的税收优惠。 

2）2007 年 7 月 1 日起，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

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 号）的规定，

十堰长江造型材料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已交增值税，实行由税务机关

按单位实际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税

务机关对其核定的退税限额为每位残疾人每年退税人民币 3.5 万元。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 号）的规定，税

务机关对每位残疾人核定的增值税退税限额，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根

据纳税人所在区县（含县级市、旗，下同）适用的经省（含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4 倍

确定。 

3．发行人及子公司符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高新

技术企业资质的各项条件具体情况 

（1）发行人符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各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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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2013 年修正）鼓励类第七类石油、天然气，第 5 条油气田提高采收

率技术、安全生产保障技术、生态环境恢复与污染防治工程技术开发

利用；第十四条机械类第 25 款树脂砂、铸造粘土砂等干（热）法再

生回用技术应用；第三十八类“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第 15

条“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第 23 条“节能、节水、节材环保及资

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开发、应用及设备制造”项目；第 27 条尾矿、废渣

等资源综合利用，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 

经重庆市北碚区地方税务局蔡家税务所批准，发行人享受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惠，从 2011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2）凯米尔符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各项条件 

凯米尔的主营业务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鼓励类十四类机械第 50 条：非道路移动机械用高可靠性、低排放、

低能耗的内燃机，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 

经重庆市北碚区国家税务局批准，凯米尔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从 2011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3）成都长江符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各项条件 

成都长江的主营业务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

本，2013 年修正）第一大类“鼓励类”第十四类“机械”第 25 分类“树脂

砂、铸造粘土砂等干（热）法再生回用技术应用”，第三十八小类“环

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第 15 条“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第

23 条“节能、节水、节材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开发、应用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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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第 27 条“尾矿、废渣等资源综合利用”，且其主营业务收入

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 

经四川省郫县国家税务局批准，成都长江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

惠，从 2011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4）大邑长江符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各项条件 

大邑长江的主营业务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

本，2013 年修正）第一大类“鼓励类”第十四小类“机械”第 25 条“树脂

砂、铸造粘土砂等干（热）法再生回用技术应用”，第三十八小类“环

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第 15 条“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第

23 条“节能、节水、节材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开发、应用及设

备制造”，第 27 条“尾矿、废渣等资源综合利用”，且大邑长江的主营

业务收入占其收入总额 70%以上。 

经四川省大邑县国家税务局批准，大邑长江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从 2015 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5）十堰长江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各项条件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相关规定，十

堰长江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各项条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十堰长江拥有 6 项实用新型专利，对其主要产品高性能易脱

模覆膜砂、高性能环保再生砂的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一项“在中国境

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

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 5 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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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定。 

2）十堰长江主要从事覆膜砂制造、销售，铸造用废砂回收再生

利用及再生设备制造销售；其研究开发的“铸钢覆膜砂在铸钢工艺中

的应用开发”等四项目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的

“资源与环境技术/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技术/绿色制造关键技术”,符

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二项“产品（服

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的规定。 

3）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三、

四、五项规定 

项目 单位 标准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总人数 人  109 87 86 

具有大专以上的科

技人员 
人  

不适用

（注） 
27 27 

科技人员占比  >30% 
不适用

（注） 
31.03% 31.40% 

研究开发人员 人  12 9 9 

研发人员占比  >10% 11.01% 10.34% 10.47% 

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8,140.46 8,118.44 7,268.70 

研发支出总额 万元  398.00 355.33 308.94 

研发支出占总收入

比例 
 ≥4% 4.89% 4.38% 4.25%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 万元  6,113.45 5,769.28 5,946.84 

高新收入占总收入

比例 
 >60% 75.10% 71.06% 81.81% 

注：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6 版）》规定，取消了《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三项“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

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0%以上”的认定。 

从上表可以看出，十堰长江科技人员、研发人员分别占总人数的

30%、10%以上，研发支出占收入的 4%以上，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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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 60%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

第十条第三项“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

数的 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0%以上，第

四项“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 亿元（含）的企业，比例

不低于 4%”，第五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

的 60%以上”的规定。 

4）十堰长江根据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投入核算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公司研究开发投入核算体系，

确保研发投资核算准确、完整，并建立了公司研发准备金制度，确保

研发资金的需要。公司建立了完备的专业实验室，可进行各种实验，

可检测产品的粒度，杂质含量，烧结点、三筛集中率等技术指标，公

司有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质量管理体系应用在研发工作中为方

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倡导科研人员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使研究

开发队伍涵盖企业配方设计、生产工艺控制、机械检修及科研管理等

领域。公司现有授权实用发明专利 1 项，新型专利 12 项。公司新型

的 3D 打印技术，制芯等工序大大缩短了新产品开发周期，提高了效

率。此外，皮带磁选机等专利成功应用到再生砂制备方法、覆膜砂生

产分散剂投加控制系统等生产技术和设备中，丰富了企业全面环保节

能减排生产技术体系。十堰长江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求，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 

（6）仙桃长江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各项条件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相关规定，仙

桃长江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各项条件，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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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仙桃长江拥有 9 项专利，其中实用新型 8 项、发明专利 1 项，

对其主要产品再生型覆膜砂的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一项“在中国境

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

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 5 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

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定。 

2）仙桃长江主要从事覆膜砂制造、销售，铸造用废砂回收再生

利用及再生设备制造销售；其研究开发的“再生砂制备的树脂覆膜砂”

等三项目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的“高新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新型机械/机械基础件及模具技术”，符合《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二项“产品（服务）属于《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的规定。 

3）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三、

四、五项规定 

项目 单位 标准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总人数 人  65 75 

具有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 人  不适用（注） 24 

科技人员占比  >30% 不适用（注） 32% 

研究开发人员 人  9 9 

研发人员占比  >10% 13.85% 12% 

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5,289.27 5,164.53 

研发支出总额 万元  352.17 354.18 

研发支出占总收入比例  ≥4% 6.66% 6.86%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 万元  4,144.07 3,129.90 

高新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60% 78.35% 60.6% 

注：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6 版）》规定，取消了《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十条第三项“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

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0%以上”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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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仙桃长江研发人员分别占总人数的 30%、

10%以上，研发支出占收入的 4%以上，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收入比

例的 60%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版）》第

十条第三项“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

的 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0%以上，第四

项“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 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

低于 4%”，第五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60%以上”的规定。 

4）仙桃长江根据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投入核算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公司研究开发投入核算体系，

确保研发投资核算准确、完整，并建立了公司研发准备金制度，确保

研发资金的需要。公司建立了完备的专业实验室，可进行各种实验，

可检测产品的粒度，杂质含量，烧结点、三筛集中率等技术指标，公

司有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质量管理体系应用在研发工作中为方

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倡导科研人员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使研究

开发队伍涵盖企业配方设计、生产工艺控制、机械检修及科研管理等

领域。公司研发的再生型覆膜砂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

域中的“节能与环保用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制造技术”。仙桃长江企业

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

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

要求，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1）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凯

米尔、成都长江、大邑长江享受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符合国家西部

大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2）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十堰长江、仙桃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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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符合国家关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3）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十堰长江所享受的安置残疾人

就业相关的税收优惠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

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到的主要政府补助的合法合规性 

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到的主要政府补助，本所律师核查了相关

的政府补助拨款文件、发行人相关会计处理凭证及相关银行进账单

据，核查结果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主要为公司收到的政府支持企业

环保搬迁、技术开发、设备改造等各项发展的资金。公司严格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进行

会计处理。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及依据如下表

所示：  

1．2014 年度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及依据 

序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1 
环保搬迁企业政

府补助资金 
3,570,495.03 

关于加快实施主城区第四

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

企业搬迁工作的通知（渝办

发﹝2008﹞82 号） 

截至 2013 年末，公

司共收到环保搬迁

政府补助资金

7,268.93 万元，2013

年完成搬迁清算时，

将属于对搬迁后新

建资产支出 4,672.21

万元进行补偿的补

助资金从专项应付

款转入递延收益，每

年按资产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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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摊销计入营业外收

入 

2 

再生砂生产线清

洁生产改造项目

补贴 

745,843.34 

关于下达 2010 年度清洁生

产专项资金的通知（渝财企

﹝2010﹞337 号） 

2010 年收到专项资

金700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3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46,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

的立项批复（郫科计

﹝2009﹞29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4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4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70,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

的立项批复（郫科计

﹝2012﹞35 号） 

2012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5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22,619.05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

的立项批复（郫科计

﹝2013﹞21 号） 

2014 年收到扶持资

金 19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6 

8T 铸造废砂再

生设备研究科技

扶持资金 

57,000.00 

关于“8T铸造废砂再生设备

的研究”项目的立项批复

（郫科计﹝2010﹞16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7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7 

铸造废砂再生设

备的研发科技扶

持资金 

30,900.00 

关于“铸造废砂再生设备的

研发”项目的立项批复（郫

科计﹝2008﹞43 号） 

2008 年收到扶持资

金 30.90 万元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8 

粉体功能材料企

业工程技术研究

经费 

52,398.00 

关于下达 2014 年北碚区第

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碚科委发﹝2014﹞22 号） 

2014 年收到研究经

费8万元计入递延收

益，每年按资产使用

年限摊销计入营业

外收入 

9 
福利企业增值税

退税收入 
1,087,917.91 

退（抵）税批准通知书（经

国税退抵税﹝2014﹞7 号、

50-55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0 中小企业国际市 331,800.00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国际市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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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场开拓资金补助 场开拓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渝财企﹝2010﹞

492 号） 

11 
企业技改及新产

品研发资助资金 
80,000.00 

关于印发《重庆市外经贸企

业技术改造及新产品研发

资助暂行办法》的通知（渝

外经贸发﹝2007﹞416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2 
2014 上半年企

业融资担保资助 
224,000.00 

关于下达 2014 年上半年融

资担保费资助资金的通知

（渝财企﹝2014﹞375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3 
企业稳岗补贴资

金 
47,700.00 

关于申报 2013 年度稳岗补

贴的通知（十人社函

﹝2014﹞6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4 
企业稳岗补贴资

金 
10,000.00 

湖北省关于支持企业开展

职工培训稳定就业岗位补

贴办法（鄂人社规﹝2013﹞

2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5 
科技创新信息专

利补助项目资助 
200,000.00 

关于 2013 年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安排的通知（渝中

小企﹝2013﹞157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6 
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 
500,000.00 

关于下达支持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的通知（后财工字

﹝2014﹞36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7 
童家溪镇 2013

年纳税大户奖励 
36,000.00 

关于表彰奖励 2013 年度优

秀企业的决定（童委发

﹝2014﹞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8 
2013 年度纳税

先进单位奖励 
50,000.00 

关于表彰 2013 年度先进单

位及先进个人的决定（十开

发﹝2014﹞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9 
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奖励 
100,000.00 

关于印发《北碚区促进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奖励办法（试

行）》的通知（北碚委办

﹝2010﹞152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0 

2013 年“双亿工

程”及新型工业

化优秀企业奖励 

100,000.00 

1.关于进一步支持十堰城区

工业发展若干政策规定（十

政发﹝2012﹞16 号）；

2.2013 年“双亿工程”及新型

工业化优秀企业名单 

计入营业外收入 

21 专利补助资金 29,900.00 
关于公示北碚区 2013 年拟

发放专利资助名单的通知 
计入营业外收入 

22 专利补助资金 14,500.00 关于开展 2013 年专利资助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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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奖励工作的通知（碚科委发

﹝2013﹞39 号） 

23 专利补助资金 16,220.00 

关于开展 2013 年度市级专

利资助的通知（渝知发

﹝2014﹞9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4 

毛嘴镇政府

2013 年税收奖

励 

852,479.00 

关于投资兴办长江造型材

料（集团）武汉有限公司合

作协议书 

计入营业外收入 

25 商标发展补贴款 4,000.00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推进商标战略的实

施意见（北碚府发﹝2011﹞

96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小计 
8,279,772.33 

26 
环保搬迁企业政

府补助资金 
33,361,500.00 

1.研究主城区重点大气污染

企业搬迁鼓励政策的会议

纪要（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2002-19）；2.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渝地交

易出﹝2013﹞35 号） 

计入资本公积 

27 
环保搬迁企业政

府补助资金 
2,260,000.00 

关于 2012 年度重庆建工新

型建材等 54 户企业享受污

染搬迁财政扶持政策结算

事项的通知（渝财税

﹝2013﹞152 号） 

计入资本公积 

28 
环保搬迁企业政

府补助资金 
840,000.00 

关于加快实施主城区第四

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

企业搬迁工作的通知（渝办

发﹝2008﹞82 号） 

计入资本公积 

2．2015 年度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及依据 

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1 
环保搬迁企业

政府补助资金 
3,570,495.03 

关于加快实施主城区第四

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

企业搬迁工作的通知（渝办

发﹝2008﹞82 号） 

截至 2013 年末，公

司共收到环保搬迁

政府补助资金

7,268.93 万元，2013

年完成搬迁清算时，

将属于对搬迁后新

建资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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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4,672.21 万元进行

补偿的补助资金从

专项应付款转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2 

再生砂生产线

清洁生产改造

项目补贴 

745,843.34 

关于下达 2010 年度清洁生

产专项资金的通知（渝财企

﹝2010﹞337 号） 

2010 年收到专项资

金 700 万元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3 
覆膜砂生产线

科技扶持资金 
46,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

的立项批复（郫科计

﹝2009﹞29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4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4 
覆膜砂生产线

科技扶持资金 
70,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

的立项批复（郫科计

﹝2012﹞35 号） 

2012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5 
覆膜砂生产线

科技扶持资金 
27,142.86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

的立项批复（郫科计

﹝2013﹞21 号） 

2014 年收到扶持资

金 19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6 

8T 铸造废砂再

生设备研究科

技扶持资金 

57,000.00 

关于“8T铸造废砂再生设

备的研究”项目的立项批复

（郫科计﹝2010﹞16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7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7 

铸造废砂再生

设备的研发科

技扶持资金 

30,900.00 

关于“铸造废砂再生设备的

研发”项目的立项批复（郫

科计﹝2008﹞43 号） 

2008 年收到扶持资

金30.90万元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8 

粉体功能材料

企业工程技术

研究经费 

27,602.00 

关于下达 2014 年北碚区第

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碚科委发﹝2014﹞22

号） 

2008 年收到研究经

费 8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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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业外收入 

9 
福利企业增值

税退税收入 
3,065,420.17 

税务事项通知书（经国税通

﹝2015﹞148-152 号、227

号、238 号、283 号、367

号、580 号、610 号、697

号、808 号、989 号、1093

号、1213 号、1362 号、1419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0 

中小企业国际

市场开拓资金

补助 

263,200.00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国际市

场开拓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渝财企﹝2010﹞

492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1 
2015 年外经贸

发展专项资金 
30,000.00 

关于 2015 年度外经贸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计入营业外收入 

12 
民营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 
200,000.00 

关于印发《重庆市外经贸委

外币优惠贷款贴息资金资

助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外经贸发﹝2015﹞50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3 

2014 年企业技

改研发补助资

金 

50,000.00 

关于下达 2014 年市政府出

口企业技改研发资助清算

资金的通知（渝财企

﹝2015﹞93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4 
2015 年企业稳

岗补贴资金 
46,906.00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

稳定岗位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渝人社发﹝2015﹞

156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5 
企业稳岗补贴

资金 
25,900.00 

关于申报 2014 年度稳岗补

贴的通知（十人社函

﹝2015﹞66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6 

湿态砂在铸铝

中运用项目政

府奖励 

150,000.00 

关于下达 2014 年度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

信息化建设项目资金的通

知（渝中小企﹝2014﹞21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7 
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 
50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计入营业外收入 

18 
2014 年产品创

新奖励 
21,000.00 

关于表彰奖励 2014 年度优

秀企业的通报（童委发

﹝2015﹞9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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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19 
2013 年专利授

权企业奖励 
6,000.00 

关于兑现 2013-2014 年度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等科技奖励政策的通知（十

开高新﹝2015﹞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0 
2014 年度纳税

先进单位奖励 
50,000.00 

关于表彰 2014 年度先进单

位及先进个人的决定（十开

发﹝2015﹞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1 

创模重点企业

稳定达标示范

项目奖励 

20,000.00 

关于印发《十堰市创模培优

工程建设方案》的通知（十

环委办﹝2015﹞6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2 

2014 年度北碚

区工业企业二

十强奖励 

50,000.00 

关于表彰奖励 2014 年度北

碚区工业企业二十强和重

点成长型工业企业的通报

（北碚府发﹝2015﹞37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3 
2013 年度新产

品财政补贴 
600,000.00 

重庆市对企业新产品开发

实行优惠扶持政策的实施

办法（渝办发﹝2011﹞7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4 
2013 年高创企

业财政奖励 
30,000.00 

关于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

家级创新型企业实施财政

奖励有关事项的通知（渝财

企﹝2011﹞169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5 

2015 年拟上市

重点培育企业

财政奖励资金 

1,000,000.00 

关于公布重庆市 2015 年第

二批拟上市重点培育企业

名单的通知（渝金函

﹝2015﹞273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6 

热风装置控制

系统等 37 项专

利区级专利资

助 

22,900.00 

关于开展 2014 年专利资助

奖励工作的通知（碚科委发

﹝2014﹞38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7 
重庆市级专利

补助资金 
4,830.00 

关于拨付 2014 年重庆市企

事业单位第一批专利资助

资金的通知（渝知发

﹝2015﹞43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8 
政府能源补贴

款 
1,236,642.00 

关于给予重庆长江造型材

料（集团）仙桃有限公司能

源补贴的函（毛政函

﹝2015﹞56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9 土地使用税财 143,215.00 关于工业企业城镇土地使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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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政补贴 用税实行补贴的批复（北碚

府发﹝2011﹞8 号）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小计 
12,090,996.40 

30 

再生砂生产线

清洁生产改造

项目补贴 

2,000,000.00 

关于下达 2010 年度清洁生

产专项资金的通知（渝财企

﹝2010﹞337 号） 

2015 年收到专项资

金 200 万元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31 
基础设施建设

专项补贴 
5,843,100.00 

1.关于给予重庆长江造型

材料（集团）仙桃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补贴的

函（毛政函﹝2015﹞18

号）；2.关于给予重庆长江

造型材料（集团）仙桃有限

公司专项补贴的请示（毛政

函﹝2015﹞55 号） 

计入资本公积 

3．2016 年度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及依据 

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1 
环保搬迁企业政

府补助资金 
3,666,037.84 

关于加快实施主城区第四批

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

搬迁工作的通知（渝办发

﹝2008﹞82 号） 

截至 2013 年末，公

司共收到环保搬迁

政府补助资金

7,268.93 万元，2013

年完成搬迁清算时，

将属于对搬迁后新

建资产支出

4,672.21 万元进行

补偿的补助资金从

专项应付款转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2 

再生砂生产线清

洁生产改造项目

补贴 

1,231,012.06 

关于下达 2010 年度清洁生

产专项资金的通知（渝财企

﹝2010﹞337 号） 

2010 年收到专项资

金 700 万元、2015

年收到专项资金

200 万元均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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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3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46,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的

立项批复（郫科计﹝2009﹞

29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4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4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70,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的

立项批复（郫科计﹝2012﹞

35 号） 

2012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5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27,142.86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的

立项批复（郫科计﹝2013﹞

21 号） 

2014 年收到扶持资

金 19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6 

8T 铸造废砂再

生设备研究科技

扶持资金 

57,000.00 

关于“8T铸造废砂再生设备

的研究”项目的立项批复（郫

科计﹝2010﹞16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7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7 

铸造废砂再生设

备的研发科技扶

持资金 

30,900.00 

关于“铸造废砂再生设备的

研发”项目的立项批复（郫科

计﹝2008﹞43 号） 

2008 年收到扶持资

金 30.90万元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8 
福利企业增值税

退税收入 
2,663,967.60 

税务事项通知书（经国税通

﹝2016﹞147 号、222 号、423

号、629 号、952 号；十经国

税通﹝2016﹞50642 号、

50679 号、50821 号、50911

号、51070 号、5129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9 
中小企业国际市

场开拓资金补助 
119,000.00 

关于下达 2015 年市商务发

展专项（外经贸）资助资金

的通知（渝财企﹝2015﹞453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0 
企业稳岗补贴资

金 
12,000.00 

关于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培训

稳定就业岗位补贴办法（鄂

人社规﹝2013﹞2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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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11 

2015 年第四季

度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补贴 

11,200.00 

关于批准中国四联仪器仪表

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为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的

通知（碚人社﹝2015﹞89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2 
企业稳岗补贴资

金 
74,851.00 

1.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

稳定岗位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渝人社发﹝2015﹞156

号）；2.重庆市北碚区失业

保险稳岗补贴公示名单 

计入营业外收入 

13 
2014 年科技创

新专项奖励 
150,000.00 

关于下达 2014 年度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

信息化建设项目资金的通知

（渝中小企﹝2014﹞21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4 
企业转型升级专

项资金 
700,000.00 

关于 2015 年常州市实施“三

位一体”发展战略促进工业

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区配

套资金的请示（坛经信发

﹝2016﹞32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5 
政府扶持基金补

贴 
110,736.00 

关于印发《高县招商引资优

惠政策（试行）》的通知（高

委办﹝2010﹞5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6 

2015 年（非洲）

中国商品技术与

服务展补贴 

44,200.00 

1.关于组织参加 2015（非洲）

中国商品技术与服务展并考

察非洲市场的通知（渝外经

贸发﹝2015﹞55 号）；2.关

于“2015（非洲）中国商品技

术与服务展”的补贴情况说

明 

计入营业外收入 

17 
高新技术企业奖

励资金 
100,000.00 

关于促进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的意见（仙政发

﹝2011﹞23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8 
高新技术企业奖

励资金 
60,000.00 

关于印发《关于加快科技创

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暂行规定（修订）》的通

知（十开管发﹝2014﹞15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9 
童家溪镇 2015

年纳税大户奖励 
21,000.00 

关于表彰奖励 2015 年度优

秀企业的决定（童委发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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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2016﹞2 号） 

20 
2015 年小企业

扶持资金 
47,656.07 

1.关于申报北碚区 2015年小

企业扶持资金的通知（碚经

信﹝2015﹞123 号）； 

2.关于公示北碚区 2015年小

企业扶持资金拟支持企业复

审通过名单的通知（碚经信

﹝2016﹞68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1 

2015 年度出口

企业技改研发资

助 

70,000.00 

关于印发《重庆市外经贸企

业技术改造及新产品研发资

助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外

经贸发﹝2007﹞416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2 
中小企业国际市

场开拓资金补助 
103,500.00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

开拓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渝财企﹝2010﹞492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3 

2016 年平台多

段式焙烧炉等 7

件专利区级专利

补助 

15,100.00 

关于开展 2015 年专利资助

奖励工作的通知（碚科委发

﹝2016﹞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4 

2016 年重庆市

产业技术创新奖

励资金 

100,000.00 

关于下达 2016 年重庆市产

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预算

（拨款）的通知（渝财产业

﹝2016﹞308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5 
2013 年高新技

术企业奖励资金 
12,700.00 

关于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

级创新型企业实施财政奖励

有关事项的通知（渝财企

﹝2011﹞169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6 
2013 年度新产

品财政补贴 
401,500.00 

重庆市对企业新产品开发实

行优惠扶持政策实施办法

（渝办发﹝2011﹞7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7 

2015 年度新型

工业化优秀企业

奖励 

100,000.00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新型工

业化优秀企业的决定（十政

发﹝2016﹞17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8 
企业稳岗补贴资

金 
28,200.00 

关于申报 2016 年度稳岗补

贴的通知（十人社函

﹝2016﹞65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29 
企业招用就业困

难人员社保补贴 
13,004.64 

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鄂

财社规﹝2011﹞19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30 企业稳岗补贴资 1,200.00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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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金 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成

府发﹝2015﹞27 号） 

31 
企业稳岗补贴资

金 
17,516.22 

关于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

稳岗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成人社发﹝2015﹞3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32 技术推广奖金 30,000.00 

关于 2013-2015 年度通辽市

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通政

发﹝2016﹞10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小计 
10,135,424.29 

33 
基础设施建设专

项补贴 
942,174.00 

关于给予重庆长江造型材料

（集团）仙桃有限公司基础

设施建设专项补贴的函（毛

政函﹝2016﹞113 号） 

计入资本公积 

4．2017 年 1-6 月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及依据 

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1 
环保搬迁企业政

府补助资金 
1,876,385.09 

关于加快实施主城区第四批

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

搬迁工作的通知（渝办发

﹝2008﹞82 号） 

收到政府补助计入

递延收益，每年按资

产使用年限摊销计

入营业外收入 

2 

再生砂生产线清

洁生产改造项目

补贴 

615,506.03 

关于下达 2010 年度清洁生

产专项资金的通知（渝财企

﹝2010﹞337 号） 

2010 年收到专项资

金 700 万元、2015

年收到专项资金

200 万元均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3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23,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的

立项批复（郫科计﹝2009﹞

29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4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4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35,000.00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的

立项批复（郫科计﹝2012﹞

35 号） 

2012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6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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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5 
覆膜砂生产线科

技扶持资金 
13,571.43 

关于“覆膜砂生产线”项目的

立项批复（郫科计﹝2013﹞

21 号） 

2014 年收到扶持资

金 19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6 

8T 铸造废砂再

生设备研究科技

扶持资金 

28,500.00 

关于“8T铸造废砂再生设备

的研究”项目的立项批复（郫

科计﹝2010﹞16 号） 

2010 年收到扶持资

金 57 万元计入递延

收益，每年按资产使

用年限摊销计入营

业外收入 

7 

铸造废砂再生设

备的研发科技扶

持资金 

15,450.00 

关于“铸造废砂再生设备的

研发”项目的立项批复（郫科

计﹝2008﹞43 号） 

2008 年收到扶持资

金 30.90万元计入递

延收益，每年按资产

使用年限摊销计入

营业外收入 

8 
福利企业增值税

退税收入 
1,068,200.00 

税务事项通知书（十经国税

通﹝2017﹞1280 号、1428

号、2267 号） 

计入其他收益 

9 
中小企业国际市

场开拓资金 
172,000.00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

开拓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渝财企﹝2010﹞492 号） 

计入其他收益 

10 上规模企业奖金 100,000.00 

关于拨付 2015 年度成都市

新增上规模企业奖励资金的

通知（成财企﹝2016﹞95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1 
纳税先进单位奖

励 
30,000.00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先进单

位及先进个人的决定（十开

发﹝2017﹞1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2 
2016 年度优秀

企业奖励 
10,000.00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工业转

型升级优秀企业的决定（十

政发﹝2017﹞4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3 纳税大户奖金 10,000.00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工作先

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毛发

﹝2017﹞3 号） 

计入营业外收入 

14 
2017 年企业稳

岗补贴资金 
54,557.00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稳

定岗位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渝人社发﹝2015﹞156

号） 

计入其他收益 

15 稳岗补贴 12,000.00 
关于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培训

稳定就业岗位补贴办法（鄂
计入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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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内容 金额（元） 文件依据 会计处理 

人社规﹝2013﹞2 号） 

16 
知识产权专项资

金 
50,000.00 

关于下达 2017 年重庆市知

识产权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的

通知（渝知发﹝2017﹞27

号） 

计入其他收益 

17 企业发展补贴 21,000.00 
关于印发童家溪镇扶持鼓励

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计入其他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小计 
4,135,169.55 

18 
基础设施建设专

项补贴 
638,140.09 

关于给予重庆长江造型材料

（集团）仙桃有限公司专项

补贴的函（毛政函﹝2017﹞

96 号） 

计入资本公积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享受的各级政府补助

均为有权部门的批准，有明确依据，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补充反馈问题 5：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报告期内的规范运营情况，是否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遭受相关部门

行政处罚的情形，发表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管理制度以

及内部控制制度，并且对其财务内部控制进行了穿行测试，查阅了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属地各主管部门网站、对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实地

访谈，查阅了主管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获取了相关政府主管

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检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住

所地相关法院官方网站，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内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

审﹝2016﹞8-238 号、﹝2016﹞8-280 号、﹝2017﹞8-238 号、﹝2017﹞

8-309 号《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

鉴证报告》，上述鉴证报告认为“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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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及相关规定于报告期各期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核查结果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运营。尽管母公司及后旗长江存在受到行政

处罚的情形，但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一）母公司 

报告期内，母公司存在一起因违法建设行为而被重庆市规划局北

碚区分局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2014 年 4 月 10 日，重庆市规划局北碚区分局下发查处违法建设

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渝规罚北碚字﹝2014﹞第 0016 号），对发行

人在北碚区童家溪镇建设铸造废砂再生资源化暨环保搬迁技术改造

项目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行为处以 39.11 万元的

罚款。决定书认为“违法建设行为属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

施影响的情形（情节较轻微）”。 

2015 年 4 月 10 日，重庆市规划局北碚区分局出具《证明》：“对

我局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渝规罚北碚字﹝2014﹞第 0016 号）

的一般违法行为现已得到纠正，违法影响已消除。” 

因此，发行人该起违法建设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后旗长江 

报告期内，后旗长江存在两起因安全生产事故而被科左后旗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1．科左后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7 月对后旗长江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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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安监监管罚告﹝2014﹞

6 号，对发生一起死亡一人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 10 万元罚款的处罚。

对后旗长江法定代表人熊鹰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安监管罚告

﹝2014﹞7 号书，因前述事故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2．科左后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2 月对后旗长江下发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安监监管罚告﹝2015﹞

4 号，对导致死亡一人的安全事故的发生处以 35 万元罚款的处罚。

对后旗长江法定代表人熊鹰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安监管罚告

﹝2015﹞1 号书，因前述事故处以 1.62 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2015 年 3 月 24 日，后旗长江取得科左后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出具的证明，2014 年 7 月对后旗长江下发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行

政处罚告知书（后）安监监管罚告﹝2014﹞6 号，2015 年 2 月对后旗

长江下发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安监监管罚告

﹝2015﹞4 号，针对以上处罚后旗长江已缴纳罚款，且以上行为不属

于重大违法行为；另，根据科左后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熊鹰先生受到的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因此，后旗长江受到的上述两起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规范运营，

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报告期内母公司发生过违法建设行为，子公

司后旗长江曾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两者均受到过当地主管行政部门

的行政处罚，但上述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出具证明，上

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第十八条“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

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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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 

（下接签字页）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5-5-40 

 

（本页无正文，为《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长江造型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签署页）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   志  强 

负责人：                                   

           王    蕾              经办律师：                  

                                          梅   映  雪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