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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山东生态家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九公（济南）律师事务所接受山东生态家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生态家园”）委托，担任生态家园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并转让”）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为生态家园

本次挂牌并转让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挂牌并转让所涉及有关事宜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出具

了《山东九公（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生态家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

意见书》”）。并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提交《山东九公（济南）律师事所关于山

东生态家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反馈意见，出具《山东九公（济南）律师事

所关于山东生态家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

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

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

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正文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规模处于较低水平，净利润规模较小，公司于第一次反

馈回复中披露的同行业业绩规模数据公司规模不及行业平均水平的 10%，毛利



率水平显著低于同行业平均值。请公司：（1）说明公司业绩水平、盈利能力显

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建议公司选取与公司业务类似的同行

业可比公司进行分析；（2）结合公司研发情况、专利情况等分析公司的技术优

势与核心竞争力；（3）结合下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公司订单获取的持续性和

新客户的拓展情况；（4）结合上述事项进一步分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5）说

明公司是否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

—环境治理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

进行核查，并就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成长性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律师核查与回复】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财务报告及附注，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数据，访谈公

司实际控制人、主要业务人员，查阅公司研发项目立项、结题等资料，查阅研发

费用明细账，查阅专利明细，查阅公司关于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说明，查阅

畜牧行业研究报告，查阅公司销售合同台账，查阅公司四季度订单及投标计划，

查阅相关行业政策文件，查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

披露指引——环境治理公司》，对上述问题做出以下分析。 

（1）说明公司业绩水平、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

性，建议公司选取与公司业务类似的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分析。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的财务报告及附注，在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

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 月—5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环保工程 2,264,219.98 70.68 8,093,474.21 71.97 6,028,617.72 74.72

技术服务 575,301.87 17.96 2,560,567.61 22.77 1,959,467.37 24.28

货物销售 364,153.86 11.36 554,668.40 4.93 80,400.03 1.00

维修服务 - - 36,912.23 0.33 - -

合计 3,203,675.71 100.00 11,245,622.45 100.00 8,068,485.12 100.00

从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可看出，公司业务以环保工程和技术服务为主。 

环保工程业务集环保工艺研发与利用、技术推广与咨询、工程管理与施工、

设备安装与调试为一体，面向各级环保管理部门、农业园区、大型企业以及畜禽



养殖场等客户，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现

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同时改善乡村环境。 

技术服务主要面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生态湿地治理、土壤生态修复、耕地质量提升等项目，公司依托其专业背景

和多年累积的项目经验为客户提供立项申报、可行性研究、实施方案、图纸编制、

工程施工、安装调试、运营维护等全过程的技术咨询服务并收取咨询费用。 

环保工程主要是提供环保设施建设，技术服务主要是提供环保治理方案，两

类业务在业务内容、成本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 

2019年 1-5月、2018年度、2017年度，环保工程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16.05 %、

13.96 %、7.85%，该类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是实施环保工程业务需要

从外部购入建筑材料、农用机械以及土建劳务临时用工等，该类业务受成本因素

影响导致毛利率较低。该类业务的毛利率在报告期内呈上升趋势，主要是受公司

减少分包成本的影响，自行组织施工降低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业务毛利。 

2019 年 1-5 月、2018 年度、2017 年度，技术服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84.15%、

83.37%、79.11%，该类业务毛利率水平较高，主要是由于技术服务业务对于人

员、相关业务经验要求高，具有一定技术门槛，且其成本主要是技术人员的薪酬，

因此毛利率水平远高于其他业务的毛利率水平。该类业务的毛利率在报告期内呈

上升趋势，主要是受公司技术服务业务规模扩大及人员技术水平提升带来单位成

本下降的影响。 

从毛利率上看，环保工程和技术服务业务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主要从事的两块业务存在较大区别，本所律师按照不同业务

选取与公司业务类似的同行业可比公司对业绩水平、盈利能力进行分析。 

1）环保工程业务 

A、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属于行业分类 N7729 已在股转挂

牌的公司的工程业务）营业收入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

代码 
公司简称

2019 年 1-5 月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增幅

839642 普泰尔 3,526,701.74 3,586,702.27  1,876,230.20 91.17%

871803 太湖湖泊 1,470,051.54 5,790,485.61  24,628,491.39 -76.49%

本公司数据 2,264,219.98 8,093,474.21 6,028,617.72 34.25%

注：上述数据中挂牌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营业收入均系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指标，除本公司外 2019 年 1-5 月营业收入均系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指标。 

普泰尔财务数据系其工程施工业务财务数据，太湖湖泊财务数据系其环境修复工程业务财务数据。 

经查询企业年报经营分析，太湖湖泊 2018 年度环境修复工程业务收入减少

主要原因为 2018 年度无锡土壤修复项目总体偏少。环保工程业务受各地区、各

污染领域环境治理推进情况的影响较大，因此同行业可比公司环保工程业务营业

收入波动幅度大于公司环保工程业务营业收入的波动幅度。环保工程业务受各地

区、各污染领域环境治理推进情况的影响较大，根据主要经营地点和所处的细分

领域差异存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此同行业可比公司环保工程业务营业收入波

动幅度大于公司环保工程业务营业收入的波动幅度。 

从上表可看出，公司 2017 年度环保工程业务营业收入水平处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环保工程业务营业收入区间内，受益于山东省畜牧粪污治理的推进，公司

2018 年度环保工程业务营业收入水平超过了同行业可比公司，2019 年 1-5 月环

保工程业务营业收入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9 年 1-6 月的环保工程业务营业收

入区间内。 

B、毛利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属于行业分类 N7729 已在股转挂

牌的公司的工程业务）毛利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

代码 
公司简称

2019 年 1-5 月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年度较 2017

年度增幅 

839642 普泰尔 549,157.81 540,695.74 1,185,355.11 -54.39%



871803 太湖湖泊 464,198.25 1,062,077.85 5,908,394.20 -82.02%

本公司数据 363,366.21 1,129,995.50 473,519.29 138.64%

注：上述数据中挂牌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净利润均系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指标，除本公司外 2019 年 1-5 月净利润均系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指标。 

普泰尔财务数据系其工程施工业务财务数据，太湖湖泊财务数据系其环境修复工程业务财务数据。 

从上表可看出，毛利水平受营业收入变化影响较大。随着公司环保工程业务

营业收入的增加，2018 年度环保工程业务实现的毛利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公司 2018 年毛利增幅高于同行业可以公司，主要原因是太湖湖泊环境修复

工程业务 2018 年度收入大幅降低，导致可比公司的毛利大幅减少。 

C、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属于行业分类 N7729 已在股转挂

牌的公司的工程业务）毛利率变化情况如下： 

公司

代码 

公司简

称 

2019 年 1-5 月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增幅

839642 普泰尔 15.57% 15.08% 63.18% -76.14%

871803 太湖湖

泊

31.58% 18.34% 23.99% -23.54%

本公司数据 16.05% 13.96% 7.85% 77.83%

注：上述数据中挂牌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毛利率均系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指标，除本公司外 2019 年 1-5 月毛利率均系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指标。 

普泰尔财务数据系其工程施工业务财务数据，太湖湖泊财务数据系其环境修复工程业务财务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工程业务的非标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工程业务的毛

利波动较大。 

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环保工程业务的毛利率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主要原因是公司从事环保工程业务的时间较短，成本控制能力存在一定不足；但

公司环保工程业务毛利率的增幅 77.83%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原因是公司

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成本控制能力不断增强，环保工程业务的毛利率向同行业可

比公司逐步趋近。 



综上所述，随着公司环保工程业务的逐步发展，2018 年该类业务的营业收

入及毛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虽然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公司，但随着业务规

模及成本控制能力的增加报告期内呈增加趋势，2019 年 1-5 月环保工程业务的毛

利率水平已高于同行业挂牌公司普泰尔的毛利率水平。 

2）技术服务业务 

A、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属于行业分类 N7729 已在股转挂

牌的公司的技术服务业务）营业收入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代

码 
公司简称

2019 年 1-5 月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增幅

833347 三元环境 16,981.14 420,283.01  353,773.59 18.80%

835081 远方生态 80,188.68 79,905.66  529,679.24 -84.91%

本公司数据 575,301.87 2,560,567.61 1,959,467.37 30.68%

注：上述数据中挂牌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营业收入均系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指标，除本公司外 2019 年 1-5 月营业收入均系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指标。 

三元环境财务数据系其设计、咨询和技术开发服务业务财务数据，远方生态财务数据系其工程设计及

监理业务财务数据。 

经查询企业年报经营分析，远方生态 2018 年度工程设计及监理业务收入减

少主要原因为设计及监理业务的市场竞争加剧，本期未能争取到新增的设计及监

理业务。 

从上表可看出，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营业收入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公

司，且 2018 年度技术服务业务的营业收入增幅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原因

是公司成立以来聚焦农业农村污染治理，通过优质服务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声誉，

在业务量保持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好增长。 

B、毛利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属于行业分类 N7729 已在股转挂



牌的公司的技术服务业务）毛利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2019 年 1-5 月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增幅

833347 三元环境 16,981.14 420,283.01 353,773.59 18.80%

835081 远方生态 80,188.68 50,764.66 83,251.12 -39.02%

本公司数据 484,087.80 2,134,636.87 1,550,051.74 37.71%

注：上述数据中挂牌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净利润均系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指标，除本公司外 2019 年 1-5 月净利润均系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指标。 

三元环境财务数据系其设计、咨询和技术开发服务业务财务数据，远方生态财务数据系其工程设计及

监理业务财务数据。 

从上表可看出，受益于业务规模的稳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毛

利水平、增长幅度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C、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属于行业分类 N7729 已在股转挂

牌的公司的技术服务业务）毛利率变化情况如下：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2019 年 1-5 月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年度较2017

年度增幅 

833347 三元环境 100.00% 100.00% 100.00% 0.00%

835081 远方生态 100.00% 63.53% 15.72% 304.13%

本公司数据 84.15% 83.37% 79.11% 5.38%

注：上述数据中挂牌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毛利率均系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指标，除本公司外 2019 年 1-5 月毛利率均系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指标。 

三元环境财务数据系其设计、咨询和技术开发服务业务财务数据，远方生态财务数据系其工程设计及

监理业务财务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毛利率水平较高，且呈增长趋

势，2017 年度、2018 年度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19 年 1-5 月技术服务业务的

毛利率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原因是同行业可比公司技术服务业务部分



期间内未分配成本，导致其相应期间的毛利率水平为 100.00%。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发展较稳健，营业收入、毛利水平均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除部分期间受同行业可比公司技术服务业务未分配成本导

致毛利率水平偏高因素影响外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的毛利率高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 

3）按主要业务类别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分析 

根据公司主要业务内容，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分析如下： 

在环保工程业务起步的 2017 年度，公司环保工程业务的营业收入、毛利、

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但随着该类业务的稳健发展环保工程业务 2018 年

度的营业收入及毛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虽然 2017 年度、2018 年度环保

工程业务的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公司，但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及成本控制能力的增加

工程业务的毛利率在报告期内呈增加趋势，2019 年 1-5 月的毛利率水平已高于同

行业挂牌公司普泰尔的毛利率；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发展较稳健，营业收入、毛利水平均高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除受同行业可比公司技术服务业务部分期间内未分配成本导致其相应

期间毛利率水平偏高因素影响外，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的毛利率高于同行

业可比公司。 

综上所述，通过选取与公司业务类似的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分析，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不存在业绩水平、盈利能力显著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 

（2）结合公司研发情况、专利情况等分析公司的技术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本所律师查阅公司研发项目立项及结题资料、研发费用明细账、专利明细、

公司关于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说明等资料，了解到公司成立以来聚焦农业农

村有机废弃物的环境治理，进行了相应的机构设置及研发流程设计，形成了公司

独有的技术及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1）研发机构设置及流程设计 

公司成立以来聚焦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的环境治理，进行了相应的机构设置



及研发流程设计，形成了公司独有的技术及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由董事长闫茂鲁为牵头人，协同副总经理唐龙翔、宋学文，带领公司设

计研发部负责公司各项研发工作。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设计研发人员共

有 6 人，来自环境工程、土壤学、土木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具有多年的

研发经验。公司的研发团队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研发能力相对较强，有效地支撑

了公司的研发体系。 

公司在进行新技术的开发时，首先会进行业务需求、市场需求、国内外技术

水平进行调研，以了解客户的需求，确定研发目的，然后制定研发课题及方案进

行技术开发设计： 

① 设计研发部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规划、市场需求、国内外技术

水平，确认课题形成《课题立项报告》（研发经费预算超过 100 万，需编制《重

大课题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公司立项评审；对确定立项的课题进行汇总、整

理、分类，编制计划，报公司主管技术领导批准后，下达执行，并形成《研发课

题立项决议通知》。 

②课题立项下达后，应组织编制《设计任务建议书》，报公司审批。经公司

审查和批复后，作为研发部门的设计依据。在初步设计（或方案设计）阶段，课

题承担部门如对设计任务书有重大改进建议时，可以技术设计建议书的形式报公

司，经批准后作为新的设计依据。重大课题在技术设计完成后，课题主持部门需

编制技术设计评审资料，报请公司组织技术设计评审。只有通过技术设计评审后，

方可进行施工设计。 

③课题在按规定要求完成后，进行结题验收。设计研发部向公司提交《结题

报告》，由公司组织验收通过后结题；经过现场实际应用考验和改进完善，条件

成熟后仍可进行成果鉴定，对结题验收及成果鉴定的技术资料进行分类存档，妥

善保管。 

此外，公司还与山东大学、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所、济南市农业

环境保护站等有关专家建立了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 

2）研发投入情况 



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6 月的研发费用及占收入比例情况具体如

下： 

单位：元 

时间 研发费用总额 营业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17 年 649,361.97 8,068,485.12 8.05

2018 年 609,112.06 11,245,622.45 5.42

2019 年 1-5 月 147,002.87 3,203,675.71 4.59

3）专利情况 

公司目前正在申请的专利有一种新型红泥塑料膜沼气池、一种自动伸缩式膜

覆盖好氧堆肥装置等 5 项，已获取的专利有一种适用于寒冷地区的养猪场粪污水

资源化利用系统、微动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等 10 项，公司具有持续发展的

技术储备，专利情况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三、与

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之“（二） 主要无形资产”之“1、专利”部分。 

4）主要研发成果及其技术优势 

目前公司的研发成果主要体现在气肥联产技术、微动力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两

个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①气肥联产技术是由公司自有的《新型厌氧发酵装置》、《有机废弃物好氧

堆肥池》、《一种覆膜堆肥发酵装置》等专利技术组成，其技术原理和优势如下： 

A、《新型厌氧发酵装置》：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地埋式沼气池容易出现漏气的问题，提供一种新

型厌氧发酵装置。 

大规模沼气池，尤其是养殖场兴建的较大体积的地埋式沼气池，由于施工过

程中出现的一些瑕疵，或是施工地点地质情况较差等原因，难免会出现沼气池在

建好之后出现漏气的现象，打压打不住，返工难度较大，尤其是在填料之后，返

工维修花费甚至超过新建一座的成本。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新型厌氧发酵装置，

为沼气池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由于在发酵池上部添加了新材料

膜层，有效避免了发酵池体建成后漏气现象的出现，本厌氧发酵装置使用寿命长，

常年使用不漏气。 

B、《有机废弃物好氧堆肥池》：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好氧堆肥装置容积受限制、制作成本较高的缺点，

提供一种以混凝土为池体材料的有机废弃物好氧堆肥池。 

主要用来处理高浓度有机废弃物，如对餐厨垃圾、畜禽粪便、沼渣等的处理。

好氧堆肥处理有机物有两方面优势，一是能够使有机物降解更彻底，二是处理时

间相对厌氧发酵较短。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可一次性处理大量有机废弃物，

利于机械化操作，且建设成本低廉，有机废弃物经处理后腐熟效果好，所得的有

机肥料经翻耕入耕地，对修复土壤肥力有显著效果。 

C、《一种覆膜堆肥发酵装置》： 

本实用新型的发明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空气流通

效率高，堆体水分蒸发快，系统运行能耗低、人工少的覆膜堆肥发酵装置。 

主要适用于农业有机废弃物和畜禽粪污治理，目前常用的槽式堆肥发酵装置

往往由于翻抛和运输设备装卸需要较大的密闭空间，堆肥车间建设往往成本较大，

且存在空气流通效率低、堆体水分挥发缓慢、生产运行能耗大、结构承重要求高

等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动覆膜堆肥发酵装置，具有显著增加空气流通

效率，加速堆体水分蒸发，缩短发酵周期、降低系统运行能耗、减少人工等优点。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装置底部为硬化地面，顶部弧

形覆膜设计，既保证了寒冷天气堆肥装置内部温度，降低运行中过高的能耗，防

止沼液溢流，又提高了空旷场地内堆肥装置的空气流通需求，达到快速通风，缩

短了发酵周期，同时保证了装置内部温度与空气湿度相对平衡，较大改善了堆肥

效果；装置总高度 3.5-5 米，顶部为聚乙烯膜，对结构承重要求下降，堆肥槽由

1.2-1.5 米砖混结构堆肥槽隔墙组成，堆肥槽隔墙上部为阳光板，为顶部覆膜结构

提供刚性支撑，相比传统堆肥车间，节省占地，且极大降低了成本；覆膜过程由



控制系统控制，运行、安装简单，减少人力运行中的繁琐操作。 

②微动力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主要利用了公司的专利技术《微动力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系统》，其技术原理和优势如下： 

《微动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生活污水处理中耗能

高、出水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提供一种微动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主要适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现有技术中，生活污水的处理一般经过过

滤、厌氧消化、好氧消化等环节。其中，在好氧处理环节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

作用原理是利用好氧菌氧化作用来处理在厌氧消化环节中未被消化的 BOD。其

方法一般都会利用大功率风机或罗茨风机进行曝气，经过曝气处理的污水会达到

较为理想的出水效果。但在曝气的过程需要长时间大功率地运作，耗能高，污泥

产量高，造成二次处理费用大；而较为简单处理流程是在过滤、厌氧消化再利用

人工湿地对出水污水作进一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优点是耗能少，运作简便。

但也存在出水效果不理想，人工湿地由于负荷过大而堵塞、退化等问题。本实用

新型提出一种微动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在低耗能的前提下处理生活污水，

并达到理想的处理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设施简单，施工容易，前期投

资小；能耗低，吨污水处理成本低于 0.2 元，全自动运行，特别适合农村分散式

生活污水处理；运行稳定，出水水质好，污泥量少，无异味，不滋生蚊蝇，对周

围环境无二次污染；主体构筑物可采用全地埋式，不占用表土资源，建成后顶部

可覆土绿化，小型湿地可作人工景观。 

5）山东省内公司技术推广应用情况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专利技术“微动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入选山

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与技术汇编》（第一批）。 

2019 年 10 月 23 日，公司专利技术“适用于寒冷地区的畜禽养殖废水资源

化利用技术”入选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第三

期）。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建立了科学的



研发流程，结合业务实践、区域气候条件形成了符合当地市场环境的专利技术，

形成了公司独有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3）结合下游行业发展情况，分析公司订单获取的持续性和新客户的拓展

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主要从事畜禽粪污治理，公司下游行业为畜牧行业。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政策要求该行业存在环境治理需求，该需求目前以政府推动为

主。 

2019 年公司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领域中技术服务业务的客户及收入稳定

增长；但是受山东省市县级机构改革、非洲猪瘟、山东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

整等因素影响，山东省畜禽粪污治理工程整体项目批复延后，导致公司环保工程

业务所跟踪业务目标的施工、安装调试工作延后，环保工程业务收入、客户拓展

受到一定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位于山东省内，目前山东省内各级环境治理主管部门对各地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具体批复及公司的业务储备情况如下： 

1）政府已批复尚未实施完毕的项目 

汶上县、临邑县、郓城县等县存在部分政府部门已批复但未实施的 2018 年

项目的情况，预计延至 2019 年第四季度实施；2019 年的申报项目将延后至 2019

年底与 2020 年申报项目同时评审、批复。 

以公司中标的临邑县畜牧兽医局第四标段为例，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德州市畜牧兽医局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对临邑县 2018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项目调整优化方案进行了批复，临邑县畜牧兽医局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

进行招标，公司中标了第四标段，中标金额 268.41 万元。目前临邑县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中央资金计划已经下达 6000 万元，尚剩余资金 2500

万元计划在 2020 年 6 月份之前完成招标流程，公司正积极争取相关业务机会。 

2）政府已批复尚未实施的项目 

政府已批复尚未实施的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已累积三批，具



体如下： 

2019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2019 年中央财政资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202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上述项目已经批复且大部分资金已到位，但均未实施，涉及 29 个区县，累

积中央资金 9.5 亿元，带动省、市级养殖户自筹资金超过 12 亿元。 

其中，公司已为乐陵市、曲阜市、鄄城县、梁山县、莱芜区、陵城区、莒南

县、单县、牟平区、平阴县、巨野县和阳谷县等 12 个区县提供了部分技术服务，

上述区县已申请中央资金达 4.56 亿元。 

上述政府已批复尚未实施的项目是公司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业务收入来源，

公司目前已与多个单位达成合作意向，预计合作金额约 3000 万元，有利于公司

未来业绩发展。 

3）尚未申报的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加快推进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到 2020 年，全省畜禽粪便处理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污水处理利用率达到 63%以上，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1%以上；大型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提前一年达到 100%。畜牧大县、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率先实现上述目标。到

2025 年，全省畜禽粪污基本全量处理利用，农牧循环格局基本形成。”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10 月 27 日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

型升级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9〕28 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以现代畜牧业强省为目标，立足当前稳产保供，着眼长远转型升级，构建现

代养殖、疫病防控、屠宰加工、市场流通、监管服务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率

先实现生猪产业现代化。到 2022 年，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养殖规模化

率达到 58%左右，规模养猪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到 2025 年，产

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65%以上，规模养猪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 90%以上。” 

山东省内全部畜牧大县和 10 个非畜牧大县已申请并正在实施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目前还有 70 余个非畜牧大县尚未申请粪污资源化利用项

目，公司将继续为其提供项目申请、设计咨询和施工、安装、调试服务。 

4）期后公司订单获取和新客户的拓展情况 

2019 年 6-11 月份，公司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完成实地勘测和方案设计工作，

签署了一批技术服务合同，累计签约金额为 368.07 万元。 

2019 年 11 月份，公司中标了临邑县畜牧兽医局《2018 年临邑县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D 标段，标的金额为 268.41 万元，本月已新投标郓城

县 2018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畜牧行业研究报告、相关行业政策文件等资料，了解到我

国作为农业大国，畜牧业整体规模庞大，目前行业总产值稳定在 3 万亿元左右。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提出，到 2020

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要超过 30%，而 2018 年我国畜牧业产值仅占

农业总产值的 25.27%。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随着未来我国对农业现代化

的支持，畜牧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下，我国畜牧业效率提升，随着国内经济的平稳

发展，行业总产值将恢复增长，及至 2024 年超过 3.20 万亿元，具体预测详见下

图： 

 



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畜牧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农业农村

部数据来看，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污总量达到近 40 亿吨，是 2016 年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的 1.29 倍，农业源面源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粪

污治理需求快速增长。 

通过查阅公司销售合同台账、四季度订单及投标计划等资料，公司 2019 年

6-11 月份签署了一批技术服务合同，累计签约金额为 368.07 万元；2019 年 11

月份，公司中标了临邑县畜牧兽医局《2018 年临邑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

推进项目》D 标段，标的金额为 268.41 万元；公司将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畜牧粪

污环境治理批复情况及招标计划进行投标安排，本月已新投标郓城县粪污治理项

目。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下游行业规模大、发展稳健，公司 2019 年度

在技术服务业务稳健发展的基础上，新中标了《2018 年临邑县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推进项目》D 标段，并积极参加其他项目的招投标，公司拓展新客户、

订单获取具有持续性。 

（4）结合上述事项进一步分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以环保工程和技术服务为主。 

虽然在环保工程业务起步的 2017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毛利、毛利率低于同

行业可比公司，但随着该类业务的稳健发展环保工程业务 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

及毛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虽然 2017 年度、2018 年度环保工程业务毛利

率低于同行业公司，但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及成本控制能力的增加报告期内呈增加

趋势，2019 年 1-5 月环保工程业务的毛利率水平已高于同行业挂牌公司普泰尔的

毛利率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发展较稳健，营业收入、毛利水平均高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除受同行业可比公司技术服务业务部分期间内未分配成本导致其相应

期间毛利率水平偏高因素影响外，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服务业务的毛利率高于同行

业可比公司。 

公司业绩水平、盈利能力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具有持续



经营能力。 

公司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根据专项研发和业务实践形成了气肥联产

技术、微动力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等一批自有的技术和专利。公司自有技术具有运

维方便、能耗较低、效果较好等技术优势，形成了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了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业务主要来源于山东省内各地政府的畜禽粪污治理需要以及养殖单位

的环境治理需求。山东省根据本地畜禽粪污治理、畜牧业发展等背景，针对性的

制定了本地发展规划，一方面强调加大财税扶持，利用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装备实行敞开补贴；另一方面明确了山东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时间表，对畜禽粪便处理利用率、污水处理利用率、粪

污综合利用率、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均提出了目标要求，公

司下游行业具有持续较强的需求。公司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通过在农

业农村环境治理方面的长期服务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不

断拓展新客户，持续的获取新订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5）说明公司是否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

披露指引——环境治理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所律师查阅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

——环境治理公司》，并与《公开转让说明书》核对，公司已按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环境治理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成长性。 

 

二、其他补充披露内容 

通过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对《法律意见书》“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

质量、技术等标准 ”之“三、产品质量合规性核查”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主要执行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标准如下： 

序号 执行标准 

1 GB 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2 GB 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3 GB 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均符合上述标准的要求。 

 

三、其他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五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以及本所律师和本

所负责人签名，并签署日期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构成法律意见书中相关部分的补充。  

以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作出，仅供公司向全国股转公司申报本次挂牌并公开转

让时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