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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修订稿） 

 

[2021]海字第 067-1号 

致：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法律服务协

议》”），本所接受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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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出具了[2021]海字第 067号《法律意见书》、[2021]海字第 068号《律师

工作报告》。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所述的法律意见书出具依据、

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仍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中使用的简称和定义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现根据《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

询函》（审核函[2021] 020276号）的要求，以及发行人自 2021年 7至 9月（第

三季度）期间的财务报告、新增及影响本次发行的事项，就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

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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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对发

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后，出具补充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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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反馈问题回复 

一、问题 2  

申报材料显示，2020年发行人碳纤维产能为 100吨/年，发行人前次募投项

目为“1000吨/年国产 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于 2019年 11月将项目投资总

额调整至 68,300 万元，相关产线于 2020 年 3 月达到可使用状态，并于 2021 年

9月完成客户等同性验证，可正式投产；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 165,000 万元，

用于“高性能碳纤维及织物产品项目”，建成后具有年产 1,500吨（12K）高性能

碳纤维及织物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中大部分均为报告期内未销售过的产品（以

下简称“新品”），同时，在航空航天装备生产过程中，一旦型号确定，所用原材

料不会轻易更改。本次募投项目中，建筑工程费用、设备购置费用、安装工程费

用等合计 157,577.82 万元。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公司现有厂区内北侧部

分，涉及的新增用地尚未履行招拍挂程序。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前募尚未量产情形下，本次募投项目再次扩

产的必要性、合理性，并说明本次募投项目较前次募投项目及发行人现有业务的

区别和联系，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2）结合发行人未来产能释放计划、人

员招聘计划，本次募投项目各产品市场容量、同行业最新投产情况，下游客户需

求及新客户开发计划，在手订单、各产品销售增长情况等，说明本次募投项目较

现有产能大规模扩产的必要性、合理性，是否足以支撑未来产能释放计划，是否

可能存在收入不及预期、毛利率下滑、产能闲置等风险，发行人是否具备实施募

投项目相关的技术储备、人员储备、客户资源储备，是否具备大规模扩产的相关

管理经验和项目实施能力，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3）结合发行人本次产能

规划情况、新品产能占比情况、主要客户生产过程中对原材料需求情况、发行人

产品开发及销售模式等，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大量扩产新品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

产品的具体开发计划，产品更新周期、技术难点、量产前尚需进行各项步骤和流

程及所需时间，是否需要主要客户验证通过、目前所处阶段，是否存在产品开发

进度不及预期、产品待市场或主要客户验证、客户开发进度不及预期、客户验证

周期及结果不确定、技术路线变更等风险；（4）本次募投项目主要涉及建筑工程

费用、设备购置费用、安装工程费用，结合前次募投项目支出情况、最近一期末

在建工程转固情况、本次募投项目相关支出具体安排及公司的折旧摊销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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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同行业折旧摊销政策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较大差异，量化分析未来折旧或摊

销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分析本次各募投项目单位产能投资成本与前次募投

项目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5）取得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时间安排，是

否存在无法取得用地的可能，如是，请说明替代措施；（6）发行人是否需履行行

业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程序，发行人及中介机构是否已经取得开展项目及项目开

工后所必需的全部资质，后续取得相关资质的具体安排和计划，上述事项是否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7）发行人是

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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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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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涉及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对（2）（4）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请发行人律师对（5）（6）（7）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取得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时间安排，是否存在无法取得用地的可能，

如是，请说明替代措施。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2021 年 10 月 27 日，发行人与常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已就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4112021CR0046）,发行人受让宗地编号：新港分区 XG080311-02,面积 19,997

平方米，坐落于魏村街道东港三路以西、兴丰路以北工业用地。发行人已支付了

全部土地出让金，依照协议约定最迟于 2022 年 1月 27日前，出让方将向发行人

交付该宗地。 

发行人已签署项目用地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已支付土地出让

金，明确约定了土地交付时间。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不存在

无法取得的可能。 

（二）发行人是否需履行行业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程序，发行人及中介机

构是否已经取得开展项目及项目开工后所必需的全部资质，后续取得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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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安排和计划，上述事项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

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发行人已履行的前置审批程序如下： 

（1）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发行人已取得的审批包括：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下发的《国防科工局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

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21]883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资本运作，

要求发行人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军工事项管理规定。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下发的《国防科工局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特

殊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的批复》，批准发行人涉密信息按相关要求进行豁

免或脱密后披露，包括豁免披露相关资质的具体信息、对涉及军工企业客户名称

以代号方式脱密处理后披露。 

经江苏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确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申请材料

中的军工涉密信息仍按照上述豁免批复处理。 

（2）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发行人已取得的审批包括： 

2021 年 8月 24 日，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了《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常新行审备[2021]610 号），对发行

人“高性能碳纤维及其织物产品项目”进行备案。 

2021 年 8月 23 日，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关于中简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碳纤维及织物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常新

行审环书[2021]10 号），确认项目具有环境可行性。 

2、发行人中介机构已取得的资质情况如下： 

（1）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聘请的中介机构取得的资质情

况如下： 

序号 中介机构名称 已持有资质 证书有效期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

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编

2019 年 10月 29

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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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51912006）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

务所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

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编

号：071912011） 

2019 年 10月 29

日起三年 

3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

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编

号：07199011） 

2019年 7月 11日

起三年 

3、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后续还需取得的重要资质、批复或许可及具体安排

如下： 

序号 资质、批复或许可的名称 时间要求 发行人目前进展 

1 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项目可研及初步设计

阶段 
报告编制中 

2 
《建设项目安全条件论证

与安全预评价报告》审批 

项目可研及初步设计

阶段 
报告编制中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开工前 材料编制中 

4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开工前 未开展 

5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 
项目投产使用前 未开展 

6 《排污许可证》 项目投产使用时 未开展 

根据发行人说明，前期筹备工作完成后，发行人募投项目将聘请具有相关资

质的中介机构，配合开展募投项目的施工设计、工程建设及其他建设工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取得行业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程序，发行人

及中介机构已经取得项目开展现阶段必需的全部资质，后续将依照项目进度取得

相关资质，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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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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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所述，本次募投项目涉及

的主要污染物包括废气（包括有组织废气及无组织废气）、废水、噪声及固废；

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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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组织废气产生情况 

废气来源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t/a） 

原料车间、精馏装置、

罐区 

二甲基亚砜 0.102 

丙烯腈 0.016 

非甲烷总烃① 0.118 

颗粒物 0.086 

NOx 1.181 

SO2 1.214 

HCN
②
 0.008 

碳纤维车间三 

HCN 0.151 

NH3 0.855 

非甲烷总烃 2.521 

CO 5.275 

颗粒物 0.035 

NOx 10.42 

SO2 0.144 

上浆剂车间、丙类危废

仓库 

丁酮 0.015 

非甲烷总烃 0.031 

原料车间 颗粒物 0.029 

甲类危废仓库 非甲烷总烃 0.015 

（2）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表 

废气来源 废气来源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t/a) 

原料车间 

投料 颗粒物 0.065 

设备清洗 
二甲基亚砜 0.001 

非甲烷总烃 0.001 

原丝车间 凝固成型、水洗 
二甲基亚砜 0.06 

丙烯腈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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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 0.063 

碳纤维车间

三 
配制 硫酸雾 0.006 

上浆剂车间 投料 
丁酮 0.001 

非甲烷总烃 0.0011 

罐区 储罐呼吸废气 

丙烯腈 0.007 

二甲基亚砜 0.001 

非甲烷总烃 0.008 

甲类危废仓

库 
危废仓库废气 非甲烷总烃 0.015 

丙类危废仓

库 
危废仓库废气 非甲烷总烃 0.015 

注：二甲基亚砜、丙烯腈、丁酮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计入非甲烷总烃。 

（3）废水排放情况 

废水名称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t/a) 

水洗废水 

COD 1.08 

SS 0.54 

盐分 16.2 

生活污水 

COD 1.296 

SS 0.972 

NH3-N 0.081 

TN 0.097 

TP 0.01 

盐分 0.972 

动植物油 0.324 

初期雨水 

COD 0.42 

SS 0.21 

盐分 0.315 

纯水系统排水 

COD 1.19 

SS 0.595 

盐分 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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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冷却系统排水 

COD 1.62 

SS 1.62 

盐分 16.2 

（4）噪声源强及排放情况 

序号 噪声源 
声源噪声级

dB(A) 
降噪措施 

降噪效果

dB(A) 

1 循环水池 冷却塔 ≤85 减振 15 

2 
公用工程房 

冷冻机组 ≤80 隔声、减振 25 

3 空压机 ≤85 隔声、减振 25 

4 甲类危废仓库 引风机 ≤85 隔声、减振 25 

5 丙类危废仓库 引风机 ≤85 隔声、减振 25 

6 原丝废气焚烧炉 引风机 ≤85 隔声、减振 25 

7 碳纤维废气焚烧炉 引风机 ≤85 隔声、减振 25 

注：噪声经处理后，厂界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5）固废排放情况 

固废名称 产生工序 属性 
产生量

(t/a) 
排放量 

生活垃圾 员工生活 一般固废 15 - 

原丝次品 检验 一般固废 207 - 

废碳纤维 低中温碳化 一般固废 37.5 - 

废碳纤维 高温碳化 一般固废 37.5 - 

织物边角料 切边 一般固废 2.5 - 

滤渣 密闭过滤 危险废物 10 - 

废丝 喷丝 危险废物 20 - 

精馏残渣 亚砜精馏 危险废物 7 - 

废丁酮 减压蒸馏 危险废物 1.175 - 

废上浆剂 上浆 危险废物 7.5 - 

废包装桶 原料包装 危险废物 16.2 - 

废塑料包装袋 原料包装 危险废物 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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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清洁废物 车间清洁 危险废物 3 - 

废碱液 设备清洗 危险废物 40 -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危险废物 2.0189 - 

集尘器集尘 废气处理 危险废物 0.867 - 

实验室废物 检测 危险废物 3 - 

废机油 设备维护 危险废物 0.5 - 

注：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清运或外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经处理后，

固废达到零排放。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所涉及的环保措施及金额情况如下，发行人实行下

述环保措施的资金来源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 

类别 环保设施名称 效果 
投资(万

元) 
实施时间 

废水 

污水池、污水罐 污水收集 / 依托现有 

建成区雨、污水管网建

设 对各种污水进行有效

收集，实现清污分流 

/ 依托现有 

新建雨水、污水管网 150 “三同时” 

废气 废气收集及处理系统 
废气的有效收集处

理、达标排放 
1500 “三同时” 

固废 
固废暂存场所及防渗

措施 
固废零排放 100 “三同时” 

地下水 防渗措施 源头控制地下水污染 100 “三同时” 

噪声 隔声、减振等装置 达标排放 50 “三同时” 

监测仪

器 

水质监测仪、便携式噪

声监测仪等环境监测

设备 

保证日常监测工作的

开展，指导日常环境

管理 

20 “三同时” 

排污口 排污口规范化设置 规范化排污 / 依托现有 

应急消

防措施 

事故应急池、初期雨水

池、消防水池及其他设

施 事故应急、防范 
/ 依托现有 

新建一座初期雨水池 100 “三同时” 

合计 / 2020 / 

3、根据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所述，经专业机构预测，

本项目的“三废”经过严格处理处置后均可实现达标排放，主要环保设施能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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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发行人募投项目主要环保设施的处理能力

如下： 

类别 名称 防治措施 达标情况 

废气 

原料车间粉尘废气 
经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一根

15米高排气筒(DA005)排放 

达到《石油化学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32/4041-202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 

原料车间和精馏装置

有机工艺废气以及罐

区呼吸废气 

经“两级冷凝+焚烧”处理后

通过一根 25 米高排气筒

(DA006)排放 

碳纤维车间氧化碳化

生产线工艺废气 

经“两级焚烧+静电除尘+脱

硝”处理后通过一根 25米高

排气筒(DA007)排放 

上浆剂车间有机工艺

废气和丙类危废仓库

废气 

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后通过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

(DA004)排放 

甲类危废仓库废气 

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后通过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

(DA008)排放 

废水 

生活污水、水洗废

水、纯水系统排水、

循环冷却系统排水、

初期雨水 

经污水池和污水罐收集后接

管至常州民生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池

预处理)。 

达到《常州民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接管水

质标准》 

固废 

滤渣、废丝、精馏残

渣、废丁酮、废上浆

剂、废包装桶、废塑

料包装袋、车间清洁

废物、废碱液、废活

性炭、集尘器集尘、

实验室废物、废机油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零排放” 

原丝次品、废碳纤维、

织物边角料 
外售综合利用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收集 

噪声 机械噪声 
对主要噪声源加隔声、减振装

置 

厂界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4、关于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能耗、高排放行业，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高能

耗、高排放项目 

（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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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耗能行业分别为：“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明确阶段

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落实相关事项的函》，高能耗行业范围为：“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其中，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

的“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高性能碳纤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发行人所处行业为“C制造业”中的子类“C28 化

学纤维制造业”。因此，发行人所处行业不属于上述规定的“两高”行业范围。 

为确认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出

具《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双高”行业的说明》，明确发行人不属

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2）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

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高能耗、高排放项目按照

“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统计。 

为确认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常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碳纤维及织物产品项目”

不属于“双高”项目的说明》，确认依照《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

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明确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行人本

次募投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环保设施按计

划投放并实施，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生产的污染相匹配。 

为核查本题所涉事项，本所律师查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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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了发行人与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及相关土地转让款付款凭据。 

2、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所涉及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及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环评审批意见。 

3、查阅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2017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明确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

落实相关事项的函》《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 

4、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5、取得了发行人目前已聘请的中介机构所持有的资质文件。 

6、查阅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出具的政策文件，分析发行人是否属

于“双高”行业；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说明

文件。 

二、问题 3 

2020 年 6月末，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7,000.61 万元，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为 100 万元等。申报材料显示，其他权益工具相关投资为

2020年 8月发行人出资 1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5.00%）与其他机构共同出

资设立的江苏集萃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集萃”），其经营范围除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外，还包括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教育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发行

人认为通过入股江苏集萃并参与碳纤维前沿技术的研发论证工作，有助于在技术

成熟时引入并完成产业化，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江苏集萃经营范围中包括的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教

育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的相关性，并结合江苏集萃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发行人是否通过

该投资有效协同行业上下游资源以达到战略整合或拓展主业、完成产业化的目

的，或仅为获取稳定的财务性收益；（2）江苏集萃经营范围中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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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是否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

持有住宅用地、科教用地、商服用地等具体情况，取得上述用地及相关房产的方

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处置安排，并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房地产业务，是否具有房

地产开发资质等及后续处置计划;（3）江苏集萃经营范围中教育咨询服务业务开

展的具体情况，是否涉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相关内容，业务开展是否符合相关规定；（4）结合相关财务报表

科目的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

类金融业务），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的相

关要求；（5）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

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江苏集萃经营范围中包括的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教育咨询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相

关性，并结合江苏集萃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发行人是否通过该投资有效

协同行业上下游资源以达到战略整合或拓展主业、完成产业化的目的，或仅为

获取稳定的财务性收益。 

根据江苏集萃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集萃公司的经营

范围及实际业务情况如下： 

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实际业务 

江苏集

萃公司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材料

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金

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创业空间服务；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工业设计服务；教育咨询

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不含

致力于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的

应用研究，主要聚焦于应用

领域，业务包括项目孵化、

碳纤维行业的投资等。目前

实际业务主要为碳纤维行业

相关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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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调查）；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目前主要从事高性能碳纤维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

务，主要产品为高性能碳纤维及碳纤维织物，主要应用与航空航天领域。发行人

作为碳纤维行业的技术领先企业，通过入股江苏集萃公司并参与碳纤维前沿技术

的研发论证工作，有助于在技术成熟时引入并完成产业化。 

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集萃公司主营业务及发展方向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紧密相

关，有利于促进发行人业务发展，符合发行人发展战略，发行人通过该投资得以

有效协同行业上下游资源以达到战略整合，不存在仅为获取稳定的财务性收益的

情形。 

除此之外，江苏集萃公司经营范围中包括的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教育咨询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业务与发行人的主

营业务不具有相关性，该部分业务实际均未开展，但出于谨慎性考虑，发行人将

江苏集萃公司的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二）江苏集萃经营范围中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是否

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住宅用地、科教用地、

商服用地等具体情况，取得上述用地及相关房产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

发、使用计划和处置安排，并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

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房地产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及后

续处置计划。 

1、江苏集萃经营范围中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是否涉及

房地产相关业务 

根据江苏集萃公司提供的材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集萃公司名下并未购

置不动产，现向常州新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使用位于滨江国际企业港（江苏

省常州市新北区东海路 202号）的厂房及土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江苏集萃公司并未开展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业务，未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住宅用地、科教用地、商服用地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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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取得上述用地及相关房产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

处置安排，并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

经营、销售等房地产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及后续处置计划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的不动产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权证号 

权利性

质 
坐落 

权利类

型 
用途 面积（M²）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期限 

1 

发行人 

苏（2019）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15591 号 

自建房/

出让 

玉龙北路

569 号 

房屋所有

权/国有土

地使用权 

配套/

工业 

房屋建筑面

积：2,438.95 

宗地面积：

54,635 

2067.01.08 

2 

苏（2019）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66175 号 

自建房/

出让 

玉龙北路

569 号 

房屋所有

权/国有土

地使用权 

工业/

工业 

房屋建筑面积

29,328.52 

宗地面积

52,080 

2059.07.19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存在持有住宅

用地、科教用地、商服用地等的情形。 

（2）发行人及参股公司取得上述用地及相关房产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

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处置安排 

根据发行人及参股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发行人持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为发行人为满足生产经营需求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上附着的房屋为发行人自

建取得，现均用于发行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发行人参股公司江苏集萃公司未持

有任何不动产，现向常州新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使用位于滨江国际企业港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东海路 202号）的厂房及土地，以供日常生产经营使用。 

（3）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的经营范围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1 发行人 

高性能碳纤维、织物、复合材料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江苏集萃公司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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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合成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

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创业

空间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业设计服务；教

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会

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创业投

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中，均未包含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房地产业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营业执照、目前持有的相关资质文件、不动产权证书以及

参股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其参股公司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集萃公司未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发行人及参股

公司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房地产业务，不具有房地产开

发资质。 

（三）江苏集萃经营范围中教育咨询服务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是否涉及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相关内

容，业务开展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江苏集萃公司提供的说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江苏集萃公司并未开展教育咨询服务，根据江苏集萃公司实际情

况及发展规划，后续发展中，考虑计划利用人员优势与相关高校开展合作，实现

“产、学、研”多方向发展，但并无开展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校外培训业务

之计划。 

（四）结合相关财务报表科目的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

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答 10 的相关要求； 

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发行人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中可能与财务性投资

相关的会计科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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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103.83 否 

其他应收款 21.60 否 

其他流动资产 889.37 否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 是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44.85 否 

合计 12,959.64 —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系发行人为提高账户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而购买的银

行理财产品。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发行人持有的未到期理财产品明细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受托机构名

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收益区间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

益性 
4,000.00 2021-09-30 2021-10-30 

1.40%~3.53%

（年化）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400.00 2021-09-24 2021-10-25 

1.48%~3.55%

（年化）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保最低

收益性存款 
1,700.00 2021-09-30 2021-11-01 

0.65%~4.03%

（年化）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型 1,000.00 2021-09-16 2021-10-18 

1.56%或 3.00%

或3.20%（年化）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型 1,000.00 2021-09-24 2021-10-08 

1.56%或 2.95%

或3.15%（年化） 

合计 10,100.00 — — — 

发行人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不属于收益波

动较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故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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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保证金 21.31 

押金 1.26 

账面原值合计 22.57 

减：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0.97 

账面价值合计 21.60 

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主要为业务正常开展过程中产生的保证金及押金，不存在

拆借资金、委托贷款等情形，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889.37 万元，全

部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金额为 100.00 万元，系

对江苏集萃公司的投资。 

江苏集萃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江苏集萃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东海路 202 号 

成立日期： 2020 年 8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 张晋华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常州碳金时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60.00 

常州嘉和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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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5.00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常州启赋安泰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5.00 

合计 100.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材料销售；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

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务；

创业空间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业设计服务；教育咨询

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

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020 年 8 月，发行人与常州碳金时代创业投资中心等机构共同出资设立江

苏集萃公司，其中：发行人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5.00%。

发行人出资目的并非为短期出售或者其他短期获利模式持有，因此，发行人将其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江苏集萃公司经营范围中包括的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教育咨询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创业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业务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具

有相关性，虽然该部分业务实际均未开展，但出于谨慎性考虑，发行人将江苏集

萃公司的投资（账面金额 100 万元）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5、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1,844.85 万元，系预付

的项目工程款、设备款等，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最近一期末（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的财

务性投资仅为对江苏集萃公司的投资，账面价值为 100.00 万元，占同期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比重为 0.08%，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上市审核问答》所规定的“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不包含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限制。

因此，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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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与常州滨创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就所持有的江苏集萃公司 5%股权达成转让意向，正在安排股权

转让协议的签署工作，预计在 2021 年 11 月底完成签署，并预计在年内完成相关

的工商变更事项。 

（五）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

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财务报表等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本次发行董事

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

务情况。 

为核查本题所涉事项，本所律师查阅了： 

1、发行人及江苏集萃公司的营业执照、相关财务报表、发行人相关业务资

质文件、发行人不动产权证书； 

2、江苏集萃公司出具的关于主营业务及收入的说明以及江苏集萃公司出具

的关于不存在房地产开发业务及校外培训业务的说明文件。 

3、江苏集萃公司关于租赁使用房屋的相关材料及说明文件； 

4、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定期报告、财务报告等相关资料，了解发行人是

否存在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的情况，并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要求，分析公司相关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5、获取江苏集萃最近一年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6、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情形；自本次发行

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是否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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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自《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发行人本次相关情况的更新 

一、发行人的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发

行人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总数（股） 
持股比例 

（%） 

1 华泰投资 境内法人 60,685,622 15.17 

2 中简投资 境内法人 30,568,061 7.64 

3 袁怀东 境内自然人 20,000,499 5.00 

4 赵勤民 境内自然人 16,415,748 4.10 

5 杨永岗 境内自然人 14,139,041 3.53 

6 黄晓军 境内自然人 14,067,476 3.52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1,719,893 2.93 

8 周近赤 境内自然人 10,945,230 2.74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军工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0,259,087 2.56 

10 刘继川 境内自然人 9,814,500 2.45 

二、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2021

年 6月 30日至 2021 年 9月 30日，新增关联交易如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 7-9 月 

常州天安涡轮动力机械有限

公司 
备品备件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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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21 年 1-9月，发行人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494.45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新增了 1次董事会、1次监事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召

开程序合法，会议文件完备，其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发行人的税务 

根据发行人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2021

年 6月 30日至 2021 年 9月 30日，新增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拨款单位和文件 

1 2021年科技奖励金 10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

科学技术局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

财政局：常开科[2021]16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合法依据，发行人享受的

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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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

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盖章签署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罗会远                                      高  山                                                                    

  

 

 

                                                                                                                                  

                何云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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