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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德恒 01F20160824-16 号 

致: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本所”）接受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

律顾问，并已出具了德恒 01F20160824-01 号《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德恒 01F20160824-02 号《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德恒 01F20160824-05号《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德恒 01F20160824-06号《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

德恒 01F20160824-07号《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三）》”）、

德恒 01F20160824-08号《补充法律意见（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四）》”）、

德恒 01F20160824-09号《补充法律意见（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五）》”）、

德恒 01F20160824-10号《补充法律意见（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六）》”）、

德恒 01F20160824-11号《补充法律意见（七）》（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七）》”）、

德恒 01F20160824-12号《补充法律意见（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八）》”）、

德恒 01F20160824-13 号《补充法律意见（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九）》”）

及德恒 01F20160824-14 号《补充法律意见（十）》（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十）》”）。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核发的《关于请做好鞍山七彩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本所律师针对需要进一步核查的法律问

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对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

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

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九）》及《补

充法律意见（十）》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将不再重复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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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

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

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九）》及《补充

法律意见（十）》的修改和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

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

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九）》及《补

充法律意见（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

法律意见》为准。《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

《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

《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九）》及《补充法律意见（十）》

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德恒 01F20160824-01 号《法律意见》中所述的法律意见的出具依据、

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持有鞍山辉虹 21.68%股权，鞍山辉虹其余股东中除鞍山创投持

股 13.29%外，均为自然人。鞍山辉虹实际控制人李武为发行人第一大客户杭州

信凯的实际控制人，其余多个自然人股东均为与发行人存在商业合作。鞍山辉

虹经营范围与发行人存在一定程度相似。发行人有意在适当时候收购鞍山辉虹。

发行人曾为鞍山辉虹提供短期资金支持，曾委托鞍山辉虹代其加工。鞍山辉虹

与发行人存在重叠的客户及供应商，重合客户主要为杭州信凯。发行人销售给

杭州信凯的产品价格比发行人同类产品经销价格低 7.79%、3.15%、2.27%和

0.58%，比发行人同类产品综合均价低 9.68%、5.61%、4.38%和 2.98%。请发

行人： (1)说明参股鞍山辉虹的原因和背景；各股东持股是否真实，是否存在代

持情形，是否存在一致行动情形；鞍山辉虹的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主要经

营决策者和决策程序；(2)结合产品、客户等情况说明鞍山辉虹是否与发行人同

业，是否存在竞争关系；(3)说明招股说明书中内外销划分标准，报告期向杭州

信凯销售金额与发行人外销金额匹配和对应关系及变动原因，杭州信凯合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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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主体向发行人采购管理和运行模式、变动情况、原因及影响；(4)结合给予

杭州信凯的优惠政策，说明发行人对杭州信凯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发行人在参

股鞍山辉虹后向杭州信凯销售收入不断增加的原因、商业合理性；(5)说明申报

期内，发行人给杭州信凯的优惠比例逐年减少的原因和合理性；该情形对发行

人申报期内毛利的影响；发行人及关联方是否与杭州信凯存在其他补偿约定；(6)

说明发行人是否就收购鞍山辉虹签订了相关协议或约定；收购鞍山辉虹的时机

与条件是否已明确并披露；(7)说明鞍山辉虹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

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申报律师发表核查意见。（问

题第 1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鞍山辉虹的工商信息如营业执照、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

查阅了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浩川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查阅了

MULT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和TOP CHINA INT.的注册文

件及其与发行人签订的销售合同和订单等；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鞍山辉虹

进行了实地走访，对鞍山辉虹股东梁旭东、李武、张鹰及其财务人员和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徐惠祥进行了访谈；查阅了鞍山辉虹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表和业务资

料、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履历、客户和供应商名单，并与发行人的客户和供应商

进行了比对，查阅了鞍山辉虹的银行对账单；查阅了发行人销售明细表、销售单

据、相关凭证和银行流水，对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有关的销售数据进行了分

析和计算，对发行人生产、销售、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并对影响产品销售价格

和委托加工成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查阅了中国染料工业协会有机颜料专业委员

会出具的《证明》（中染协颜字[2018]第 06 号）等文件。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说明参股鞍山辉虹的原因和背景；各股东持股是否真实，是否存在

代持情形，是否存在一致行动情形；鞍山辉虹的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主要

经营决策者和决策程序； 

1.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的原因和背景： 

（1）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的背景如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1992 年，腾鳌经济开发区设立，2006 年，发行人成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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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内第一家精细化工企业，为加快发展开发区，当地政府鼓励惠丰投资利用自

身条件协助政府进行精细化工产业方面的招商引资，并通过惠丰投资投资建设了

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目前开发区已经引进了海城市泰利橡胶助剂有限公司、鞍山

润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鞍山辉虹、辽宁奥亿达新材料有限公司、辽宁众力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和辽宁麦格尼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逐渐推动精细化工产业成为鞍

山市重点发展产业之一。 

2013 年 11 月，为寻求长期稳定的产品供应渠道，通过腾鳌经济开发区招商

引资，李武、张鹰、梁旭东等人选择在腾鳌经济开发区设立鞍山辉虹。2015 年

11 月，由于看好鞍山辉虹的产品和发展前景，发行人通过增资的方式参股鞍山

辉虹。 

（2）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的原因如下： 

第一，看好鞍山辉虹的未来发展前景。鞍山辉虹主要产品为稠环类颜料橙、

稠环类还原红等，该等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参股能够分享投资收益。 

第二，产品存在互补。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生产苯并咪唑酮系列等高性能

有机颜料产品，最终应用于儿童玩具、食品包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集装

箱、建筑装饰等，价格 10-30 万元/吨不等，产量从百吨到千吨级。鞍山辉虹主要

产品颜料橙属于高端特种颜料，价格 40-60 万元/吨，主要应用于印钞、食品药品

包材和军用帐篷、军用迷彩服等特殊领域。 

2.各股东持股真实，不存在代持及一致行动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鞍山辉虹全部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武 861.00 24.89 

2 发行人 750.00 21.68 

3 梁旭东 609.00 17.60 

4 鞍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59.77 13.29 

5 张鹰 294.00 8.50 

6 李宗伟 168.00 4.85 

7 孙东洲 168.00 4.85 

8 陈宣哲 150.00 4.34 

合计 3,459.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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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鞍山辉虹上述各股东中，李武主要为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

司寻求稳定的产品供应，且其有销售渠道，张鹰、李宗伟、孙东洲和陈宣哲的母

亲李爽等人曾经长期共事或存在合作关系，有产品和技术，梁旭东早期从事钢贸

和物流生意，有一定的资金和资源，在谋求转型，鞍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是鞍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投资引导基金，上述股东出资目的明

确，出资真实，不存在为他人代持情形，上述各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存

在一致行动情形。 

3.鞍山辉虹的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主要经营决策者和决策程序 

（1）实际控制人及其认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鞍山辉虹实际控制人为李武，主要因为： 

第一，股权比例上，李武始终为鞍山辉虹的第一大股东及董事长，为鞍山辉

虹设立时的主要发起人，2013 年 8 月设立时持股比例为 30%，2015 年 8 月第一

次增资后持股比例为 41%，2015 年 11 月发行人入股后李武持股比例为 30.21%，

2015 年 12 月陈宣哲入股后李武持股比例为 28.70%，2017 年 3 月，鞍山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入股，与李武、鞍山辉虹签订了《鞍山市产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直接投资合同》，合同约定鞍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期

满后，李武有回购其股权的义务；鞍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入股后李武持

股比例为 24.89%，上述股权回购后李武将持有鞍山辉虹 38.18%的股权。 

第二，鞍山辉虹的主要产品颜料橙主要通过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销售。 

第三，李武为鞍山辉虹董事长，提名公司经理人选，张鹰为鞍山辉虹总经理，

李武和张鹰、李宗伟等人早年在北京染料厂时期存在合作关系，李武对张鹰、李

宗伟等人有较大影响。 

第四，董事会层面，鞍山辉虹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及其委派方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委派方 

1 李武 董事长 大股东李武 

2 梁旭东 董事 股东梁旭东 

3 张鹰 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股东张鹰 

4 于兴春 董事 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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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宗伟 董事 股东李宗伟 

根据上述控制情况，认定李武为鞍山辉虹的实际控制人。 

（2）鞍山辉虹的主要经营决策者和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鞍山辉虹的主要经营决策者为董事长李武和总经理张鹰。 

根据《鞍山辉虹颜料科技有限公司章程》，鞍山辉虹设有股东会，股东会选

举产生董事会，大股东代表为董事长，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通过。根据鞍山辉虹的公司章程，董事长主持和执行股东会、董事会会议，并

提名经理人选。 

鞍山辉虹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三名，财务负责人一名，由董事会聘任。

鞍山辉虹法定代表人为公司总经理，根据鞍山辉虹的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对外

进行公司的意思表达，签署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对内决定和处理公司经营

中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以外的业务等。 

（二）结合产品、客户等情况说明鞍山辉虹是否与发行人同业，是否存在

竞争关系； 

1.鞍山辉虹与发行人同属于颜料行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产品为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性能有机颜料，鞍山

辉虹主要产品为稠环类高档颜料，鞍山辉虹与发行人同属于颜料行业。 

2.发行人与鞍山辉虹不存在竞争关系。 

发行人与鞍山辉虹具有共同客户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但双方所有产品均

不重合，双方主要产品的化学结构、核心中间体、销售价格、市场需求量以及最

终用途等不同，双方产品在市场上不存在竞争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化学结构不同，发行人主要产品以苯并咪唑酮类、偶氮缩合类、异吲

哚啉类为主，鞍山辉虹主要产品以稠环类为主，兼有无机类和助剂； 

第二，核心中间体不同，发行人主要产品核心中间体为 AABI、1-8 萘酐、

邻苯二腈、乙酰乙酰对苯二胺等，鞍山辉虹稠环类颜料橙和颜料红核心中间体为

1-4-5-8 萘四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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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最终用途和产品价格、需求量不同，发行人产品最终应用于儿童玩具、

食品包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集装箱、建筑装饰等，产品价格从 10-30 万

元/吨不等，产量从百吨级到千吨级；鞍山辉虹的颜料橙产品主要用于印制钞票、

食品医药包材、军用帐篷和军用迷彩服等特殊领域；稠环类颜料橙价格 40-60 万

元/吨，目前全球市场需求量不超过百吨，属于高端特种颜料产品，鞍山辉虹的

颜料蓝价格在 2 万元/吨左右，主要用于普通的印刷包装油墨领域； 

第四，委托加工不会导致竞争。2018 年 1-6 月，由于发行人产能利用已经饱

和，为满足客户需求，在鞍山辉虹因上游中间体缺货而存在剩余产能的情形下，

发行人将两种非核心中间体 4-溴-1,8-萘酐和 4-氯 1,8-萘酐委托鞍山辉虹进行加

工，委托加工费合计 88.17 万元。由于该委托加工具有一定的偶发性，金额较小，

发行人未来不会再委托鞍山辉虹加工。除受托加工外，鞍山辉虹没有生产销售该

产品，该委托加工产品也不属于发行人主要产品，该委托加工事项不会导致竞争。 

（三）说明招股说明书中内外销划分标准，报告期向杭州信凯销售金额与

发行人外销金额匹配和对应关系及变动原因，杭州信凯合并范围内主体向发行人

采购管理和运行模式、变动情况、原因及影响； 

1.内、外销划分标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内、外销划分的标准为发行人销售产品时是否需要

经过海关报关。 

2.报告期向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销售金额与发行人外销金额匹配和对应

关系及变动原因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外销收入先升后降，主要是受杭州信凯

实业有限公司内外销结构调整的影响。 

2015 年和 2016 年，发行人外销金额增幅为 8.36%，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

实业有限公司的外销销售增幅为 10.30%，占发行人外销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48.68%和 49.56%，存在匹配关系。 

2017 年，发行人外销金额比 2016 年下降较大，主要是因为从 2017 年开始，

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停止了其同一控制境外主体 MULTI TECHNOLOGY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9 

DEVELOPMENT LIMITED 和 TOP CHINA INT.与发行人的业务，有关的业务订

单均由发行人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境内业务主体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

或浙江浩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该等销售不需要经过海关报关，不属于发行人的

外销收入。 

3.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主体向发行人采购管理和运行模式、变

动情况、原因及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2015 年、2016 年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合并

范围内主体有 4 个：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浩川科技有限公司、MULT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 和 TOP CHINA INT，2017 年为两个：

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浩川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为一个：杭州信凯实

业有限公司。从 2017 年初开始，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开始调整企业发展规划，

拟进入资本市场，对公司组织架构和布局进行了调整，停止了 MULT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 和 TOP CHINA INT.的转口贸易业

务，进一步突出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业务主体地位，并通过出口创汇满足当

地的相关优惠政策。 

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浩川科技有限公司为境内主体，MULT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 和 TOP CHINA INT 为境外主体，上

述主体的采购管理和运行模式具体如下：第一，境内主体，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

司和浙江浩川科技有限公司均分别作为独立主体直接向发行人下订单、办理验收

入库并向发行人付款结算；第二，境外主体 MULT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 和 TOP CHINA INT 均分别作为独立主体直接向发行

人下订单、办理验收入库并向发行人付款结算。 

2017 年，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主体从 4 个减少为 2 个以后，

发行人对MULT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和TOP CHINA INT

的外销收入转变为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浩川科技有限公司的

内销收入，发行人外销收入减少了 5,181.88 万元，发行人外销收入占比下降了

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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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合给予杭州信凯的优惠政策，说明发行人对杭州信凯是否存在重

大依赖，发行人在参股鞍山辉虹后向杭州信凯销售收入不断增加的原因、商业

合理性； 

1.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1）发行人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为长期商业合作伙伴。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6 年发行人成立后，开始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进

行业务往来，一直以来，双方合作良好。 

（2）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定价原则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根据经销商的业务规模、客户服务能力

和销售回款等指标确定定价政策。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第一大经销商

客户，业务规模大、客户服务能力强、销售回款能力好，发行人给予杭州信凯实

业有限公司较大的价格优惠。 

（3）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依赖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加大了直销力度，增加直销比例，降低

经销比例，降低单一经销商的重要性，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比例从 23.04%上

升至 35.56%。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金额占比分别

为 21.09%、23.28%、18.30%和 14.43%，毛利占比分别为 16.49%、19.81%、15.54%

和 12.47%，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占比及毛利占比不高，且承

下降趋势。发行人不存在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重大依赖。 

2.发行人在参股鞍山辉虹后向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不断增加的

原因、商业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5 年 11 月，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并成为鞍山辉虹的第

二大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整体销售收入增速分别为 20%、25%、

11%，发行人整体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前对杭州信凯实业有

限公司的销售增长一直较快。参股鞍山辉虹前，2015 年比 2014 年增长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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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鞍山辉虹后，2016 年比 2015 年增长 32.03%。参股鞍山辉虹前后，发行人对

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差异不大。 

2017 年和 2018 年 1-6 月，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

为 10,115.47 万元和 4,239.59 万元，销售占比分别为 18.30%和 14.43%，销售收入

及占比均呈下降趋势。 

2016 年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销售金额比 2015 年增加 2,495.88 万

元，增幅为 32.03%，其中颜料橙 67、颜料红 176、颜料黄 180、颜料黄 181 和颜

料黄 93 等 5 种产品合计增加 2,224.66 万元，占比 89%。颜料橙 67 和颜料黄 181

主要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颜料橙 67 是 2015 年新产品，2016 年开始

放量，销售额增长 417.93 万元，主要是因为巴斯夫的同类产品生产线出现故障；

受科莱恩竞争的影响，颜料黄 181 产品 2015 年销售下滑，2016 年重新占领市场，

销售出现回升，销售额增长 754.54 万元。颜料黄 180 系列市场需求较好，为进

一步占领市场，扩大销量，部分产品销售单价有所下降，销售额增长 442.98 万

元，增幅为 41%，同期对其他客户销售增长 22%；颜料红 176 系列和颜料黄 93

系列销售额分别增加 287.75 万元和 321.46 万元，增幅分别为 46%和 210%，同

期对其他客户销售分别增长 25%和 116%。 

（五）说明申报期内，发行人给杭州信凯的优惠比例逐年减少的原因和合

理性；该情形对发行人申报期内毛利的影响；发行人及关联方是否与杭州信凯

存在其他补偿约定； 

1.申报期内，发行人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优惠比例逐年减少的原因和

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为长期商业合作伙伴，与

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交易系正常商业往来，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发行人

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优惠比例基本稳定。从销售均价上看，发行人给杭州

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优惠比例逐渐减少，实际上是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

限公司的产品结构与其他贸易商存在差异。 

（1）高性能有机颜料加权平均销售价格与产品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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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高性能

有机颜料产品价格比发行人同类产品经销价格低 7.79%、3.15%、2.27%和 0.58%，

比发行人同类产品综合均价低 9.68%、5.61%、4.38%和 2.98%，主要是因为与发

行人销售给其他经销商的产品结构相比，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高性能

有机颜料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销售单价较高的偶氮缩合系列增加，销售单价较

低的偶氮系列和部分苯并咪唑酮系列产品比例下降。以发行人苯并咪唑酮系列产

品为例，该系列包括颜料黄 180 系列等 14 个产品子系列，不同的子系列产品又

包含多种剂型，各产品的销售单价存在差异。 

（2）以苯并咪唑酮为例分析说明 

关于产品结构的变化影响，以占比最大的苯并咪唑酮系列产品为例分析。报

告期内，苯并咪唑酮系列产品占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比例比

分别为 72.20%、71.72%、67.06%和 63.23%，该系列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比发

行人同类产品经销加权平均价格低 6.24%、3.15%、3.28%和 3.72%，除 2015 年

外，该系列产品价格优惠相对稳定。2016 年，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苯并咪唑

酮系列加权平均销售价格优惠幅度比 2015 年减少 3.09%，主要是因为与发行人

销售给其他经销商的产品结构相比，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

子系列结构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苯并咪唑酮系列内部

各个产品的销售价格稳中有降低，单个产品价格变化较小，但由于产品结构的变

化如价格较低的颜料黄 151 销售占比下降、价格较高的颜料橙 67 销售占比上升

等导致 2016 年苯并咪唑酮系列产品总体销售均价有所上升，从而在与同期同类

产品经销均价比较时显得价格优惠幅度下降。 

除少数产品外，2016 年，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苯并咪唑

酮子系列产品变动趋势一致，加权平均价格的变动主要是各子系列产品销售结构

的变化。 

从子系列产品价格优惠幅度来看，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与其

他经销商的单个子系列产品的价格优惠幅度变化有增有减，由于结构的变化导致

综合加权平均价格优惠幅度出现减少。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经销商的子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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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对稳定，由于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综合加权平均价格上升。 

2 毛利率差异稳定 

从毛利率分析来看，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

经销商的毛利率水平存在差异，除 2015 年外，差异比较稳定。2014 年至 2018

年 1-6 月，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毛利率与其他经销商的毛

利率差异分别为 7.15%、11.11%、6.84%、6.87%及 5.97%。2015 年，发行人部分

产品促销导致差异较大，综上，除 2015 年外，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

公司与其他经销商的毛利率水平差异基本稳定。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各子系列具体产品价格优

惠比例相对稳定，但由于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

以及少数产品的价格调整，导致全部高性能有机颜料加权平均销售价格优惠幅度

逐年减少。 

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经销商的毛利率水平

存在差异，除 2015 年外，该差异比较稳定，以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经

销商 2015 年毛利率差异 11.11%为基准，假定报告期内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与

其他经销商的毛利率差异保持 2015 年的差异水平，该等变化导致发行人 2016 年

至 2018 年 1-6 月毛利分别下降 439.28 万元、428.90 万元和 217.91 万元，占发行

人毛利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85%、2.12%和 2.06%，影响较小。 

3.发行人及关联方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其他补偿约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交易系正常商业往来，

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优惠比例基本稳定。

从销售均价上看，发行人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优惠比例逐渐减少，实际上

是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结构与其他经销商存在差异。且

2016 年开始，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销售毛利及其占比

呈下降趋势。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往来，不存在补偿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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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说明发行人是否就收购鞍山辉虹签订了相关协议或约定；收购鞍山

辉虹的时机与条件是否已明确并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曾有意向收购鞍山辉虹之事项仅为发行人单方面的

想法，并未与鞍山辉虹的其他股东进行协商和沟通，未就收购鞍山辉虹事项签订

相关协议或约定。 

经对鞍山辉虹的生产、销售和市场前景进行分析，发行人认为：第一，发行

人投资鞍山辉虹主要聚焦颜料橙业务，生产颜料橙所需的核心原材料萘四甲酸由

滨海县兴荣化工有限公司独家供应，但国家近年加大环保监管力度，萘四甲酸对

鞍山辉虹的供应经常出现断货，鞍山辉虹颜料橙营业收入逐年下降。为摆脱经营

的不利困境，鞍山辉虹一方面自 2016 年开始利用现有产能扩展了助剂和铁蓝产

品，但上述两类产品市场前景一般，且与发行人主营业务高性能有机颜料战略定

位不一致；另一方面，鞍山辉虹于 2017 年 10 月开始投资建设萘四甲酸的厂房和

生产设备，2018 年 10 月正式投产，预计未来颜料橙将恢复产能，营业收入未来

会出现较大增长。第二，鞍山辉虹颜料橙对外销售依赖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

第三，鞍山辉虹的主要产品颜料橙市场前景较好，但市场空间有限。 

综上所述，鞍山辉虹未来发展以李武为实际控制人，发行人作为二股东进行

财务投资符合发行人商业利益最大化。 

（七）说明鞍山辉虹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

形。 

1.报告期内，鞍山辉虹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委托加工 - - - 88.17 

资金往来 - 69.00 - - 

第一，委托鞍山辉虹加工非核心中间体。2018 年 1-6 月，发行人由于产能利

用饱和，为满足客户需求，在鞍山辉虹因上游中间体缺货而存在剩余产能的情形

下，发行人将两种非核心中间体委托鞍山辉虹进行加工，委托加工费合计 88.17

万元。发行人自产该两种中间体成本比委托加工成本低约 12%，为留给加工方的

合理利润空间，发行人与鞍山辉虹不存在通过委托加工进行利益输送或分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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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费用的情形。 

第二，短期少量资金支持。报告期内，因鞍山辉虹资金不足，鞍山辉虹主要

股东李武、梁旭东、张鹰和发行人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为其提供部分资金支持，

其中发行人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出借资金给鞍山辉虹 69 万元，2016 年 10 月 17

日，鞍山辉虹偿还了该资金。 

报告期内，鞍山辉虹净利润分别为-157.13 万元、-308.54 万元、-220.48 万元

和-137.95 万元，存在少量亏损，主要是鞍山辉虹主要产品颜料橙核心中间体缺

货，产销规模较小，固定性质的成本及费用较高所致。 

鞍山辉虹于 2013 年 11 月成立，2014 年和 2015 年主要处于项目的立项、环

评和建设期，只有少量的颜料贸易收入，2016 年开始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

试生产阶段，除了颜料贸易外，开始有自产产品销售收入。2017 年主要产品生

产线都具备正常所需条件，并开始正常生产，2017 年开始以自产产品销售收入

为主。 

2.鞍山辉虹与发行人存在少数共同的客户、供应商 

（1）重合客户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鞍山辉虹与发行人主要重叠的客户为杭州信凯

实业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毛利率与发行人经销模式

下的毛利率水平变动趋势一致，平均毛利率水平低于发行人经销商的毛利率水平

6%-7%，主要是因为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金额较大，发行人给予

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适当的价格优惠，发行人与鞍山辉虹不存在通过重合客户

来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报告期内，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为发行人和鞍山辉虹共同客户，一方面是因

为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为颜料行业具有重要地位的经销商，年销售额在 10 亿

元以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有机颜料出口行业第一名，其供应商包括百合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常州北美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等业内重要供应商，另一方

面，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投资鞍山辉虹将来可以获得稳定可靠的颜料产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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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目前鞍山辉虹销售金额占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很低，发行

人和鞍山辉虹均独立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进行交易，双方不存在通过重叠的

客户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2）重合供应商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剔除购买蒸汽和污水处理服务外，发行人、鞍

山辉虹存在 7 家重合供应商，向重合供应商的采购金额或采购占比较小，具体见

下表：  

名称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采购金额（万元） 0 653.62 1,109.67 205.52 

发行人 
采购占比 0 3.11% 4.47% 1.27% 

采购金额（万元） 0 267.14 213.90 69.04 
鞍山辉虹 

采购占比 0 13.59% 19.20% 6.5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鞍山辉虹采购相同的原材料主要为邻苯二胺，

2016 年和 2017 年，发行人采购邻苯二胺的价格分别为 2.39 万元/吨和 2.28 万元/

吨；2016 年和 2017 年，鞍山辉虹采购邻苯二胺的价格分别为 2.39 万元/吨和 2.38

万元/吨，双方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鞍山辉虹的关联交易金额很小且不持续，重合客户

和供应商较少且价格合理，鞍山辉虹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

排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原因合理，背景真实，鞍山辉虹各股东均真实出

资，持股真实，不存在为他人代持，也不存在一致行动情形；鞍山辉虹实际控制

人为李武，认定依据充分，主要经营者为李武和张鹰。  

第二，鞍山辉虹与发行人同属于颜料行业，但双方在所有产品上均不存在重

合，双方主要产品的化学结构、核心中间体、销售价格和市场需求量、最终用途、

细分终端市场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双方产品在市场上不存在竞争关系。 

第三，发行人内、外销划分的标准为发行人销售产品时是否需要经过海关报

关。报告期内，发行人内外销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内外

销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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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报告期内，发行人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一定的价格优惠政策，主

要是由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整体采购量较大，该等价格优惠属于正常的商业

行为；随着发行人产销规模的增大，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金额、

销售毛利及占比呈下降趋势，发行人不存在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重大依

赖。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后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增幅较大，主要

是受整体市场销售增长影响，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前后，销售增长比例变化不大，

该等情况与发行人参股鞍山辉虹不存在关系。 

第五，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给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与销售给其他经销商

的毛利率差异分别为 11.11%、6.84%、6.87%和 5.97%，除 2015 年外，优惠比例

稳定。发行人及关联方与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发行人对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依赖，不存在其他补偿约定。 

第六，发行人曾有意向收购鞍山辉虹之事项仅为发行人单方面的想法，并未

与其他股东进行协商和沟通，因此，发行人也未就收购鞍山辉虹事项签订相关协

议或约定，不存在收购鞍山辉虹的时机与条件的问题。 

第七，发行人与鞍山辉虹的关联交易金额很小且不持续，重合客户和供应商

较少且价格合理，鞍山辉虹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

形。 

二、2013 年 11 月，发行人收购惠丰投资与臧婕所持有的鞍山腾鳌公司全部

股权。2015 年 9 月，发行人将所持有腾鳌全部股权转让给万隆纺织。由于当时

万隆纺织收购资金不足，发行人控股股东惠丰投资向万隆纺织提供金额借款。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关联方腾鳌污水处理公司应付发行人资金余额

为 4,345.44 万元，该资金余额主要来自于债权债务转移。此外，报告期发行人存

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2015 年 9 月，惠丰投资偿还了全部占用资金占用款。

请发行人说明：(1)腾鳌污水处理公司股权买卖的背景；(2)发行人于 2013 年以

1500 万元购入股权，于 2015 年以 1500 万元向鞍山万隆纺织出售，发行人控股

股东向鞍山万隆纺织出借收购资金并承担因持有相关股权产生损失等交易和安

排的合理性，相关各项交易有无其他利益安排或承诺，各项交易相关主体履行

的决策程序及合法合规性；(3)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在腾鳌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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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关系，腾鳌污水处理公司股权是否已进行实质性转让；相关财务处理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4)报告期内，腾鳌污水处理公司与发行人是否发生

污水处理业务以及相关交易金额；(5)结合报告期内以及目前腾鳌污水处理公司

财务和经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6)

腾鳌污水处理公司应付发行人 4,345.44 万元的形成过程：(7)腾鳌污水处理公司

应付款项、资金占用款的还款资金来源，是否为占用方合理可支配资金；(8)说

明被占用资金金额较大的原因，发行人是否已建立健全防范资金占用的内控制

度并有效执行。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申报律师发表核查意见。并核查和

说明发行人、控股股东、鞍山万隆纺织在对腾鳌污水处理公司股权交易中有无

已披露之外其他利益安排，如有请详细说明影响及合理性。请在招股说明书中

明确披露 2017 年 6 月与惠丰投资补充签订《资金占用费协议》的用途和原因。

（问题第 3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惠丰投资、腾鳌污水处理、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和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并对徐惠祥、赵恩德等相关负责人员进行

了访谈；查阅了与腾鳌污水处理股权转让有关的转让协议、评估报告、三会决议、

付款凭证、会计处理和备忘录、财务报表等资料；查阅了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的海城市政府会议纪要、出售资产的相关协议、海城市审计局出具的审计

报告；查阅了惠丰投资和惠丰经贸的银行流水以及惠丰投资给鞍山万隆纺织有限

公司担保合同和借款协议以及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的担保合同

等；查阅了惠丰投资与发行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银行流水、银行日记账、《资

金占用费协议》及其支付凭证，查阅了资金占用期间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查

阅了发行人、惠丰投资和腾鳌污水处理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及相关支付凭

证；核查并分析了发行人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三会”运作、与防范资金占用

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与公司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了比对。根据上述核查结果，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腾鳌污水处理股权买卖的背景； 

1.腾鳌污水处理从惠丰投资转让给发行人的背景 

经本所律师核查，腾鳌污水处理承担了腾鳌经济开发区内污水处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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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经过预处理达标后均通过腾鳌污水处理进行处理，

为减少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同时根据 2013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的《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条例》，开发区同意提高收费标准和补贴，盈利能力有望提升，2013 年 12

月，惠丰投资以 1,500 万元转让腾鳌污水处理给发行人，定价参考收益法评估结

果确定。 

由于惠丰投资先后借给腾鳌污水处理 4,345 万元（不含利息）用于建设和运

营，本次收购完成后，2014 年 6 月，发行人、惠丰投资与腾鳌污水处理三方签

署《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惠丰投资将其所拥有的腾鳌污水处理的债权

4,345.44 万元转让给发行人，债权债务转让完成后，腾鳌污水处理应付发行人

4,345.44 万元，同时抵销惠丰投资应付发行人 4,345.44 万元的债务。 

2.腾鳌污水处理从发行人转让给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的背景 

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腾鳌经济开发区财政困难，收费和补贴没有落实，腾

鳌污水处理仍然亏损，污水处理也不属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因此，发行人要求

惠丰投资回购。惠丰投资只有 10 多名员工，已搬离至 50 公里外的激光产业园办

公，没有回购腾鳌污水处理股权；而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是腾鳌污水处理第二

大客户，与当地各层级政府关系较好，有收购腾鳌污水处理的想法，于 2015 年

9 月，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以 1,500 万元受让腾鳌污水处理股权，定价参考收

益法评估结果确定。 

（二）发行人于 2013 年以 1500 万元购入股权，于 2015 年以 1500 万元向鞍

山万隆纺织出售，发行人控股股东向鞍山万隆纺织出借收购资金并承担因持有

相关股权产生损失等交易和安排的合理性，相关各项交易有无其他利益安排或

承诺，各项交易相关主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合法合规性； 

1.交易和安排的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5 年 9 月，发行人向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出售腾鳌

污水处理，发行人控股股东向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出借收购资金，2016 年 10

月，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与惠丰投资约定由惠丰投资承担其因持有相关股权产

生的损失，原因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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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于腾鳌经济开发区财政困难，发行人收购后，收费和补贴没有落实，

腾鳌污水处理仍然亏损，发行人要求惠丰投资予以回购；惠丰投资只有 10 多名

员工，已搬离至 50 公里外的激光产业园办公。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是腾鳌污

水处理第二大客户，与当地各层级政府关系较好，看好污水处理的自然垄断属性

和环保产业发展趋势，有收购腾鳌污水处理的想法，但资金不足。 

二是 2016 年 10 月，根据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购

买腾鳌污水处理环保资产，腾鳌污水处理环保资产转让完成后，腾鳌污水处理不

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失去了作为污水处理企业的投资价值，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

司将因此受到投资损失。惠丰投资考虑到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受让的腾鳌污水

处理股权是其于 2013 年 12 月转让给发行人，受让股权时间较短，经过协商，惠

丰投资愿承担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基于持有腾鳌污水处理股权所产生的相关

投资损失。 

2.相关各项交易有无其他利益安排或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相关各项交易涉及的利益安排或承诺包括偿还发行人

债务 4,345 万元、1,500 万元收购资金借款和承担投资损失，具体如下： 

第一，2015 年 9 月，发行人将腾鳌污水处理股权转让给了鞍山万隆纺织有

限公司。2016 年 3 月 16 日，腾鳌污水处理与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

承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将 4,345.44 万元全部偿还给发行人。同日，惠丰投

资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也出具承诺：“虽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与本人/

本公司已不存在关联关系，但该笔借款金额较大，如得不到足额清偿将导致七彩

化学产生重大损失，为避免该种情况的发生，本人/本公司承诺，如鞍山腾鳌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足额偿还七彩化学的欠款，本人/本公司

自愿承接该等借款，即于该等承诺到期还款日后 5 日内先行向七彩化学清偿该等

借款余额，后续向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追偿由本人/本公司自行解决，不

影响七彩化学的正常经营，保证七彩化学不会因该笔借款产生任何损失。”股权

转让后，为保护发行人利益，惠丰投资于 2016 年 7 月 4 日借款 4,345 万元给腾

鳌污水处理，腾鳌污水处理偿还了对发行人的债务 4,345 万元。 

第二，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与惠丰投资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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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向惠丰投资借款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年，从 2015 年 9

月到 2018 年 9 月，借款期间不计利息。 

第三，2016 年 10 月惠丰投资与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鞍山腾

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置相关情况的备忘录》，惠丰投资愿意承担鞍山万隆纺织

有限公司因持有腾鳌污水处理股权所形成的相关损失。2018 年 10 月，惠丰投资

与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鞍山市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置相关情

况的补充备忘录》，双方确认，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因腾鳌污水处理向海城市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产生的全部损失为其购买腾鳌污水处理向发行人支

付的股权转让款 1,500 万元，因该款项为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向惠丰投资的借

款，所以惠丰投资放弃向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要求偿还借款的权利，惠丰投资

放弃该等借款偿还权利后，双方不再因腾鳌污水处理处置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

系。 

3.各项交易相关主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合法合规性 

根据发行人、惠丰投资和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关于鞍山惠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向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的转让协议》、《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股权向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的转让协议》。上述各项交易相关主体包括

发行人、惠丰投资和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各主体履行的决策程序如下： 

第一，发行人收购惠丰投资和臧婕持有的腾鳌污水处理 100%股权。 

发行人履行的决策程序：2013 年 11 月，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2013

年 12 月，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鞍山腾鳌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惠丰投资履行的决策程序：股东会审议同意。 

第二，发行人出售腾鳌污水处理 100%股权给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发行人履行的决策程序：2015 年 7 月，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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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

司持有的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股东会审议同意。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交易主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合

同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在腾鳌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腾

鳌污水处理公司股权是否已进行实质性转让；相关财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的规定； 

1.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在腾鳌污水处理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

腾鳌污水处理股权已进行实质性转让 

（1）2013 年 11 月，发行人收购腾鳌污水处理全部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分别向惠丰投资、臧婕支付 90%、10%的股权对价

1,350 万元、150 万元，与股权转让的税费承担根据有关规定处理，如无规定的，

由发行人承担。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的收益由发行人享有。 

（2）2015 年 9 月，发行人将所持有腾鳌污水处理全部股权转让给鞍山万隆

纺织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向发行人支付 100%股权对价 1,500

万元，与股权转让的税费承担根据有关规定处理，如无规定的，由鞍山万隆纺织

有限公司承担。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的收益由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享

有。 

（3）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向惠丰投资借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惠丰投资与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

协议约定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向惠丰投资借款 1,500 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 3

年，从 2015 年 9 月到 2018 年 9 月，到期还本，借款期间不计利息。 

（4）惠丰投资承担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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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10 月，惠丰投资与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了

《关于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置相关情况的备忘录》，经过协商，惠丰投

资愿意承担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因持有腾鳌污水处理股权所形成的相关损失。 

（5）偿还发行人债权 4,345 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3 月，惠丰投资、腾鳌污水处理与鞍山万隆纺织

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承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将 4,345.44 万元全部偿还给

发行人。 

上述两次股权转让及相关的交易各方均履行了其相应的决策程序，分别签订

了《关于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向鞍山

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让协议》、《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鞍山

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向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的转让协议》、《借款协议》、

《关于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置相关情况的备忘录》及还款承诺，相应的

股权转让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购买方均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腾鳌污水处理股权完成了实质性转让。 

2.相关财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两次股权转让的财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规定，相关

会计处理如下： 

（1）2013 年 12 月发行人收购腾鳌污水处理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相

关会计处理： 

发行人个别报表 

借：长期股权投资  0 

借：资本公积     15,000,000.00 元 

贷：银行存款     15,000,000.00 元 

发行人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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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合并范围将腾鳌污水处理纳入合并，腾鳌污水处理 2014 年初累计亏

损为 629.25 万元，2014 年初相应冲减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629.25 万元，2014

年当年腾鳌污水处理净利润为-383.62 万元，合并报表合计体现承担腾鳌污水处

理亏损-1,012.88 万元，2015 年 1-9 月净利润为-374.03 万元，截至处置腾鳌污水

处理时点累计承担腾鳌污水处理亏损为 1,386.90 万元。 

（2）2015 年 9 月发行人处置腾鳌污水处理,共取得处置价款 1,500 万，考虑

到将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将处置损益计入资本公积，相关会计

处理： 

发行人个别报表 

借：银行存款     15,000,000.00 元 

贷：资本公积     15,000,000.00 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0 

发行人合并报表 

截至处置腾鳌污水处理时累计承担腾鳌污水处理亏损为 1,386.90 万元，2015

年 9 月转让时将前期所承担的累计亏损计入资本公积，合并报表由此次处置腾鳌

污水处理交易共计入资本公积 2,886.90 万元。 

鉴于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恩德为持有发行人 30 万股的股

东，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收购腾鳌污水处理的资金来源于发行人控股股东惠丰

投资提供的借款，惠丰投资为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承担由于腾鳌污水处理出售

资产给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产生的投资损失等情况，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认定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关联方，发行人转让腾鳌污水处理给鞍

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属于关联交易，所以会计核算上将转让腾鳌污水处理产生的

损益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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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腾鳌污水处理公司与发行人是否发生污水处理业务以及

相关交易金额；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腾鳌污水处理为发行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2015

年和 2016 年 1-9 月交易金额分别为 122.83 万元和 72.65 万元，并把 2015 年出售

腾鳌污水处理股权后的交易作为关联交易进行披露，2016 年 10 月，腾鳌污水处

理出售资产以后，无实际业务开展，故 2017 年和 2018 年 1-6 月，腾鳌污水处理

与发行人未发生污水处理业务。 

（五）结合报告期内以及目前腾鳌污水处理公司财务和经营情况，说明是

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腾鳌污水处理为腾鳌经济开发区的工业企业和腾鳌镇居民

生活污水提供污水处理服务。腾鳌污水处理没有直接收费的权利，污水处理价格

由当地物价局确定，企业污水处理费由当地环保局负责代收，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费由当地自来水公司代收，再经由政府财政专户拨付给腾鳌污水处理。 

腾鳌污水处理自 2010 年正式运营污水处理业务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最主要的原因是承担了社会公共职能，污水处理费收取比例偏低，2010 年以来

年平均收费比例仅为 27%，大量污水处理费未收取，导致报告期内，腾鳌污水处

理营业收入规模较小，大部分时间处于运营亏损状态，具体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6.30/ 

2018 年 1-6 月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总资产 2,306.45 2,815.10 2,827.16 4,912.96 

净资产 -1,195.00 -1,212.17 -1,421.31 -1,403.49 

营业收入 0 0 170.22 276.24 

净利润 12.27 209.14 -17.82 -391.23 

注：2015 年财务数据经鞍山中科华审计，2016 年至 2018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16 年 10 月，根据海城市政府的相关决议，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了腾鳌污水处理的主要经营性资产，此后至今无任何实际业务。2017 年和 2018

年 1-6 月，腾鳌污水处理实现盈利，主要是收到了本应在前期收取的政府补助。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腾鳌污水处理总资产为 2,291 万元，主要为出售资

产完成后对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应收款 1,980 万元，总负债为 3,4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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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付惠丰投资 2,508 万元，净资产为-1,195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腾鳌污水处理为发行人处理污水，均按照统一的

污水处理价格和污水处理数量支付了相应的污水处理费用，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

成本费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 

（六）腾鳌污水处理公司应付发行人 4,345.44 万元的形成过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腾鳌污水处理注册资本仅为 200 万元，惠丰投资对腾

鳌污水处理的债权主要形成于 2008 年至 2010 年 6 月腾鳌污水处理项目建设阶

段，惠丰投资将资金出借给腾鳌污水处理用于支付工程款、购买机器设备等资本

性支出。在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腾鳌污水处理运营阶段，由于初期产能利用率

较低，运营成本较高，惠丰投资对其运营进行资金支持，形成了惠丰投资对腾鳌

污水处理 4,345.44 万元的债权。 

2014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惠丰投资与腾鳌污水处理三方签署《债权债务

转让协议》，约定惠丰投资将其所拥有的腾鳌污水处理的债权 4,345.44 万元转让

给发行人，债权债务转让完成后，腾鳌污水处理应付发行人 4,345.44 万元，同时

抵销惠丰投资应付发行人 4,345.44 万元的债务。 

（七）腾鳌污水处理公司应付款项、资金占用款的还款资金来源，是否为

占用方合理可支配资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转让腾鳌污水处理股权给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时，腾鳌污水处理、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惠丰投资等均出具承诺，为保护发

行人利益，各方应在 2016 年底之前归还发行人 4,345 万元。 

2016 年 7 月 4 日，为保护发行人利益，履行所作出的承诺，惠丰投资自行

支付 4,345 万元给腾鳌污水处理，腾鳌污水处理将该 4,345 万元归还给发行人。

因此，腾鳌污水处理应付款项、资金占用款的还款资金来源于惠丰投资。 

（八）说明被占用资金金额较大的原因，发行人是否已建立健全防范资金

占用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 

1.说明被占用资金金额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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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控股股东惠丰投资占用其资金的情

形。截至 2014 年底，惠丰投资占用发行人资金余额合计 8,336 万元，2015 年 1-7

月，惠丰投资直接向发行人拆入资金 4,610 万元，归还资金 4,610 万元，直接占

用资金净额为 0；2015 年 7-9 月，惠丰投资偿还了 2014 年底时占用的发行人全

部资金余额 8,336 万元，截至 2015 年 9 月底，惠丰投资已经归还了其所占用的

全部发行人资金。发行人被占用资金较大，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 

第一，2009 年至 2013 年，惠丰投资出借给腾鳌污水处理 4,345 万元用于建

设和运营。 

第二，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惠丰投资共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5,192 万元，

利息费用较高。 

第三，2015 年开始，惠丰投资通过资金往来的形式给慧科赢创以资金支持。

慧科赢创为服务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主要从事“互联网+基础教

育”的教育信息化服务，开发了手心网教育社区，目前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2.发行人已建立健全防范资金占用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公司治理逐步完善，防范资金占用的内

部控制制度已经建立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具体如下： 

发行人制订了《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应收票据管理

制度》、《应收账款管理制度》、《货款回收管理制度》等相关资金管理制度。组织

机构设置上，发行人设有财务中心，财务中心职责分工明确，不相容岗位互相分

离，出纳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

记工作。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如不相容岗位互相分

离、流程管理、额度限制、计划审批等。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建立相关健全防范资金占用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

控制在公司内部运行正常，能合理保障法人主体权益。 

（九）发行人、控股股东、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在对腾鳌污水处理股权

交易中不存在已披露之外其他利益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已披露的安排外，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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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发行人收购腾鳌污水处理股权的背景主要是为了减少关联交易；其次

是国家政策鼓励污水处理事业的发展，腾鳌经济开发区同意提供收费标准和补

贴，盈利能力有望提升；发行人转让腾鳌污水处理的股权背景主要是污水处理业

务不属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经营未达预期，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看好污水处

理的自然垄断属性和环保产业发展趋势。 

第二，由于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看好污水处理的自然垄断属性和环保产业

发展趋势，有收购腾鳌污水处理的想法，但资金不足，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向

惠丰投资借款 1,500 万元收购腾鳌污水处理；由于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购买

腾鳌污水处理资产导致腾鳌污水处理失去了投资价值，惠丰投资考虑到鞍山万隆

纺织有限公司受让的腾鳌污水处理股权是其于 2013 年底转让给发行人，受让股

权时间较短，经过协商，惠丰投资愿承担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基于持有腾鳌污

水处理股权所产生的相关投资损失；因此，发行人控股股东向鞍山万隆纺织有限

公司出借收购资金并承担因持有相关股权产生损失等交易和安排合理；上述相关

各项交易中除已经披露的承诺、借款和承担损失外，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承诺；

发行人收购、出售腾鳌污水处理股权涉及的相关交易主体均履行了其内部相应的

决策程序，该等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腾鳌污水处理两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各方均履行了其相应的决策程序，

该等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分别签订了相关

股权转让协议，相应的股权转让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购买方均支付了相应

的对价，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腾鳌污水处理股权完成了实质性转让。认定

发行人转让腾鳌污水处理给鞍山万隆纺织有限公司属于关联交易，会计核算上将

转让腾鳌污水处理产生的损益全部计入资本公积，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准则实

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规定。 

第四，由于承担了社会公共职能，污水处理费收取比例偏低，导致报告期内

腾鳌污水处理营业收入规模较小，大部分时间处于运营亏损状态。报告期内，腾

鳌污水处理为发行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相关交易作为关联交易披露，污水处理

价格采取政府统一定价，2016 年 10 月，腾鳌污水处理将资产出售给海城市水务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29 

集团有限公司后，双方没有业务往来，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利益输送

的情形。 

第五，2014 年 6 月 27 日，发行人、惠丰投资与腾鳌污水处理三方签署《债

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惠丰投资将其所拥有的腾鳌污水处理的债权 4,345.44 万

元转让给发行人，债权债务转让完成后，腾鳌污水处理应付发行人 4,345.44 万元。

腾鳌污水处理应付款项、资金占用款的还款资金来源于惠丰投资，不属于腾鳌污

水处理合理可支配资金。 

第六，受 2013 年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和自身经营不佳的影响，国内银行对

发行人股东惠丰投资陆续压缩贷款规模，惠丰投资由于偿还因腾鳌污水处理建

设、向慧科赢创出借资金和银行借款累积利息等产生的银行债务需要资金周转，

不得已占用了发行人资金。发行人已建立相关健全防范资金占用的内部控制制

度，内部控制在公司内部运行正常，能合理保障法人主体权益。 

第七，除该《关于鞍山市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置相关情况的补充备忘录》

和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腾鳌污水处理公司、惠丰投资、鞍山万隆纺织之间

的还款承诺、借款和承担投资损失等相关安排之外，发行人、惠丰投资、鞍山万

隆纺织在对腾鳌污水处理公司股权交易中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三、由于原来委托的危险废物处置公司被中央环保督察巡视立案，发行人

自 2018 年起自行建设危险废物焚烧装置，目前危险废物的处置部分自行处置，

部分委托第三方处置，2018 年 1-6 月处置费用明显增加。请发行人说明：(1)危

险废物焚烧装置建设情况：包括投资总额、预计处置能力、环保合规情况；(2)

自行处置危险废物预计新增成本对盈利的影响；(3)目前委托的第三方危险废物

处置公司，是否具有完备的资质；(4)原来委托的危险废物处置公司被立案，是

否会对发行人产生影响；(5)针对本次发行之前可能发生的相关环保、安全争议

或风险，发行人是否已采取充分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否已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

行业惯例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已采取充分有效的措

施以避免发行人由于历史上发生的环保、安全问题而遭受相关损失的风险。请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9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关于〈双乙酰化系列中间体、1,8-萘酐及环保设施改扩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30 

项目〉项目备案证明》（鞍腾发改备[2017]10 号）、《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双乙酰化系列中间体、1,8-萘酐及环保设施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海环保函发[2018]10 号）、发行人报告期内危险废物处理明细，取得了发行

人自行处置危险废物成本明细、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

持有的《辽宁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LN2114030089）、发行人与葫芦

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危险废物处置合同、发行人与辽宁牧昌国际环

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危险废物处置、相关的财务凭证、辽宁省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持有的《辽宁省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LN2112210060）、发行人相关环保、安全的规章制度等

文件，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并访谈了发行人相关负责人

员、对发行人及天正化环保措施运行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根据上述核查结果，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建设情况：包括投资总额、预计处置能力、环保

合规情况； 

1.2017 年 7 月 24 日，鞍山腾鳌经济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双

乙酰化系列中间体、1,8-萘酐及环保设施改扩建项目〉项目备案证明》（鞍腾发改

备[2017]10 号），发行人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完成项目立项备案。项目投资总额约

为 1,200 万元，已完成投资 1,018.78 万元。预计处置能力为 20 吨/天，满足发行

人的日常生产需要。 

2.2018 年 2 月 7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双乙酰化系列中间体、1,8-萘酐及环保设施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海环保函发[2018]10 号），同意项目建设。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该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处于试生产状态，

预计于 2018 年底之前完成验收。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已取得必要的立项及环保审批手

续，符合环保规定。 

（二）自行处置危险废物预计新增成本对盈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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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行处理危险废物，按照 2019 年的危险废物量预

估，将减少危险废物处置成本 230.70 万元，增加净利润 1.87%，影响较少。 

（三）目前委托的第三方危险废物处置公司，是否具有完备的资质；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委托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危险

废物。2018 年 7 月 11 日，发行人与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工

业危险废弃物委托处置合同》，协议约定发行人的危险废物委托葫芦岛市兴明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废弃物的名称为 HW11 900-013-11 精馏残渣，履行期

限为 2018 年 7 月 10 日至 2019 年 7 月 9 日。 

经本所律师核查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登陆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03

月 15 日，目前持有葫芦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211400590920500L，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住所为葫芦岛北港工业区

综合产业园黄山街东侧，法定代表人为赵墨虎，经营范围为 HW08 废矿物油与

含矿物油废物、HW11 精（蒸）馏残渣（油泥、油渣、废润滑油、废焦油）收集、

贮存、利用（不含危险化学品经营）；船舶垃圾、污油水回收；燃料油销售；环

保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大气污染治理、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环

保设备运营管理；环保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销售、安装、

调试；贸易代理；土壤修复；新能源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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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公司股东为赵墨虎，其持有该

公司 100%股权。 

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持有由辽宁省环境保护厅核发的《辽宁

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LN2114030089），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油泥，废润滑油），HW11 精（蒸）馏残渣（废

焦油、油渣），共 2 大类 29 小类。核准经营规模为废焦油 40000 吨/年、油泥 2500

吨/年、油渣 5000 吨/年、废润滑油 5000 吨/年。有效期限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目前委托的危险废物处理公司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具备相关资质。 

（四）原来委托的危险废物处置公司被立案，是否会对发行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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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委托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曾用名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处理的危险废物均签订了合同，

在签订合同时，发行人已审慎核查了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

资格及处理危废的资质，认定其具备承接危废处理业务的资格及能力的情况下与

其签订业务合同，并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付款等相关义务，危险废物转移过程

中根据《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填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由移出地及接

受地环保监管部门批准。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

已履行了相应的核查程序，确认其具备相应的资质及处理能力，合同签订后，根

据合同要求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并在废物转移时根据法律规定填写转移联单，并

由转出地及接受地环保部门批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央环保督察巡视立案，不会对发行人产生影响。 

（五）针对本次发行之前可能发生的相关环保、安全争议或风险，发行人

是否已采取充分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否已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惯例采取了

必要的防范措施，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已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以避免发行人

由于历史上发生的环保、安全问题而遭受相关损失的风险。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对发行之前可能发生的相关环保、安全争议或风险

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及防范措施： 

1.加强员工宣传、培训工作，增强环保安全意识，启动“安全环保百日活动”； 

2.对公司生产环节进行再次全面排查，针对高危生产环节及污染产生环节，

加强管理，安排专人负责； 

3.对于生产工艺变更及新产品试产，加强审核流程，提高审批层级； 

4.发行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

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预案》、《火

灾爆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中毒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规章制度，并于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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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厂级安全生产演练及环保应急演练，督促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在保证

安全生产的同时，提高企业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建立健全应对环境或安全突

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避免和减少由于环境、安全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5.发行人为公司房产、存货投保了财产综合险，为从业人员投保了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有效减少了因环保、安全争议或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徐惠祥、臧婕已出具承诺：“本人承诺，若鞍山七彩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公司由于本承诺签署之日前的环

保或安全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生追加处罚或追索赔偿责任等造

成经济损失的情况，由本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对本次发行之前可能发生的相关环保、安全争议或风

险，已制定了充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惯例采取了必

要的防范措施，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由其承担因环保、安全问题发生追加处

罚或追索赔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发行人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已取得必要的立项及环保审批手续，符合环

保规定。 

第二，如未来由发行人自行处理危险废物，按照 2019 年的危险废物量预估，

将减少固废处置成本 230.70 万元，增加净利润 1.87%，影响较小。 

第三，葫芦岛市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辽宁省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均有效，具备处理发行人危险废物的相关资质。 

第四，发行人与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已履行了

相应的核查程序，确认其具备相应的资质及处理能力，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要

求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并在危险废物转移时根据法律规定填写转移联单，并已经

获得转出地及接受地环保部门批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辽宁牧昌国际

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被立案，不会对发行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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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发行人对本次发行之前可能发生的相关环保、安全争议或风险，已制

定了充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惯例采取了必要的防范

措施，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由其承担因环保、安全问题发生追加处罚或追索

赔偿等造成的经济损失。 

四、发行人所属染颜料制造业是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行业，“三废”尤其是废

水的排放量较大，且废水中含有多种污染物，净化过程较为复杂，难度较大；

随着国家环保标准的日趋严格和整个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公司的排污治理成

本将进一步提高。此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东营天正被处以两起环保行

政处罚。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1)公司在环保合规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2)结

合工艺流程说明发行人经营过程中具体排放废水、废气、固废的情况，是否存

在违规排放、违规处理的情形；(3)报告期环保设施是否齐备，环保设施使用情

况，是否正常有效运转；(4)与环保相关的各项资质、许可、设施验收等是否已

依法取得或依法开展；(5)报告期是否存在与环保相关的投诉、纠纷；环保相关

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6)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环保投入、“三

废”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产能的匹配情况是否存在异常并说明其原因及合理性；

环保投入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7)与募投项目相关的环保措施和投入计划；(8)

《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结合

该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析环境保护税开征后对发行人业务、相关财务指标

及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9)两起环保行政处罚事件的整改情况，是否构成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

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0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等相关环保内控

制度和日常运行记录，访谈了发行人及天正化工安全环保部负责人、实地查看了

发行人“三废”处理设施及其运行情况，查阅了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及环保检测报

告，查询了鞍山市环境保护局网站（http://www.asepb.gov.cn/）、东营市环境保护

局网站（http://huanbao.dongying.gov.cn/）等；取得了东营市环境保护局和海城市

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说明、证明材料、认证证书、查询了相关投诉、处罚材料以及

缴纳罚款凭证、环保检测报告，及环保验收文件、发行人环保费用明细、“三废”

明细、可比公司定期报告等，比对分析了环保投入、“三废”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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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的匹配情况以及环保投入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发行人募投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并取得了政府部门的备案及环评批复文件、《环境保护税法》、《环境

保护税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在环保合规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环保合规方面主要措施如下： 

1.发行人在项目的建设的过程中，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三同时”要求，按

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或表，并依据经批准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落实防治环境污染措施以及环境保护

投资。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请专业机构作为环境监理并编制环境监理报告。在

项目建成后，由当地环保局组织项目环评验收，或自主组织环评验收后，投入使

用。目前公司所有项目及生产品种产能均符合环评报告书要求； 

2.根据发行人生产特点，有针对性编制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危废专项应急

预案，得到专家论证后在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备案，并按预案要求落实环境风险防

范措施和救援应急物资准备。每年根据预案有针对性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3.建立《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确定总经理为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并对安全环保部、环保专员及各生产部门环保责任进行明

确； 

4.发行人设有安全环保部。环保专员负责日常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监督、巡检

和维护以及环保设施运行记录检查。安全环保部组织并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每

年进行两次环境例行监测，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5.目前公司污水预处理装置已经按当地环保局的要求，安装了在线监测系

统，数据传给当地环保部门。公司危险废物台帐，按要求每月在危废管理平台上

报。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在环保合规方面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 

（二）结合工艺流程说明发行人经营过程中具体排放废水、废气、固废的

情况，发行人违规排放、违规处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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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要产品可分为苯并咪唑酮系列、偶氮缩合系列、

偶氮颜料系列、异吲哚啉系列、溶剂染料系列、中间体系列等。同一系列产品的

生产流程较为相似，代表性产品的生产流程介绍如下： 

1、苯并咪唑酮系列 

以颜料黄 180 为例，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2、偶氮缩合系列 

以颜料黄 93 为例，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3、偶氮颜料系列 

以颜料黄 155 为例，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4、异吲哚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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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颜料黄 139 为例，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5、溶剂染料系列 

以溶剂绿 5 为例，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6、中间体系列 

以 AABI 为例，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综合公司各系列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公司“三废”的具体处理方式如下表

所示： 

污染物 处理方式 

废水 产生的废水经过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公司进行进一步处理。 

废气 产生的废气经过多管陶瓷除尘器、双碱脱硫塔等处理装置吸收处理后，达标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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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囱排放。 

固废 
部分危险废物由自建的固废焚烧装置处理；剩余无法处理的部分交给具有危废处

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天正化工存在锅炉烟气排放超标

的情形，具体如下： 

2015年6月30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字

[2015]河25号），认定根据2015年5月20日东营恒利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检

查报告，天正化工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处以8万元行政处罚。 

天正化工已于2015年7月缴纳了罚款，且及时完成了整改，具体如下： 

天正化工立即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查，查找原因，清理布袋除尘设施，更

换布袋，对各设施进行了清理，并于2015年6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超重力脱硫除

尘一体机设施，并委托东营恒利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测，检测结

果满足《山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3）中烟尘排放浓度。 

针对天正化工废气排污超标问题，2018年9月，东营市环保局出具了《证明》，

确认除上述排放超标情形外，不存在其他违规排放、违规处理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均通过环保处理设施处

理，“三废”排放及处理均符合环保标准与规定；发行人子公司天正化工在 2015

年 6 月因废气排放超标而受到处罚，天正化工及时采取整顿措施，废气排放符合

《山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3）。除此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其

他违规排放、违规处理的情形。 

（三）报告期环保设施齐备，环保设施使用情况，正常有效运转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的主要环保设施： 

序号 环保设施 处理能力 实际运行情况 

1 污水预处理系统 16500t/d 正常运行 

2 废水中和脱色装置 500t/d 正常运行 

3 尾气吸收塔 100m³/d 正常运行 

4 布袋除尘器 50—80mg/ m³ 正常运行 

5 脱硫除尘装置 6500m³/h 正常运行 

6 好氧池尾气吸收装置 6000m³/h 正常运行 

7 缩合尾气吸收净化装置 8000m³/h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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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乙酰化尾气吸收装置 8000m³/h 正常运行 

9 污泥干燥机尾气吸收装置 15000m³/h 正常运行 

10 带式干燥机布袋除尘器 50—80mg/ m³ 正常运行 

11 旋转闪蒸布袋除尘器 50—80mg/ m³ 正常运行 

12 燃煤油炉尾气超低排放处理装置 配套 12 吨油炉专用 正常运行 

1.发行人环保设备运营情况： 

（1）废气 

发行人根据每个车间的生产品种及工艺，分别设置了处理废气的环保设施，

主要如下： 

①大分子车间 

烘箱烘干过程产生的水蒸气由其强制排湿系统排出，烘箱顶部设有集气罩，

经引风机引出，由 20m 排气筒排出车间；尾气吸收装置进行处理，规模为

1500Nm3/h；尾气吸收装置已设有 5 级洗涤吸收+水喷淋工序；设置了 N2、CO2

集气罩及排气筒。 

②缩合车间 

烘箱烘干过程产生的水蒸气由其强制排湿系统排出，烘箱顶部设有集气罩，

经引风机引出，由 20m 排气筒排出车间；尾气吸收装置进行处理，规模为

1600Nm3/h；尾气吸收装置已设有 5 级洗涤吸收+水喷淋工序。 

③中间体车间Ⅱ 

尾气吸收装置进行处理，规模为 1500Nm3/h；尾气吸收装置已设有 5 级洗涤

吸收+水喷淋工序。 

④中间体车间Ⅳ  

尾气吸收装置进行处理，规模为 1500Nm3/h；尾气吸收装置已设有 5 级洗涤

吸收+水喷淋工序；活性炭净化装置，并配套相应的引风机；尾气收集装置，引

到尾气焚烧炉焚烧。 

⑤合成车间  

尾气收集装置，尾气引到尾气焚烧炉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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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中间体车间Ⅰ  

尾气收集装置，尾气引到尾气焚烧炉焚烧。 

⑦拼混车间  

产品粉碎过程产生的含尘气体经布袋除尘器收尘后，通过 20m 高的排气筒

排放。 

⑧尾气焚烧装置  

位置在导热油炉房，处理车间引来的尾气，焚烧能力为 3000 立/小时。 

⑨氨氧化装置  

尾气酸吸收-水吸收装置，由 20m 高排气筒排出车间。 

⑩萘酐装置  

废气采用尾气洗涤塔二层喷淋水洗后直接由 40m 排口排放。 

○11 危废焚烧炉装置  

生物过滤除臭系统；“SNCR 脱硝装置+余热回收锅炉+急冷塔+干式吸附塔+

布袋除尘器+SCR 脱硝装置+湿式洗涤塔”焚烧烟气治理工艺。净化后的烟气经 

35m 高排气筒排放。 

○12 导热油炉废气处理装置 

采用陶瓷多管除尘器+ESC 脱硫净化器组成的脱硫除尘系统净化，处理达标

后经 35 m 高排气筒排放。 

○13 污水预处理装置的加药、酸化池封闭，气体通过排气筒汇集后经碱水喷淋

吸收塔吸收后，经 16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14 罐区溶剂储罐，放散管汇总后，经过活性炭吸收装置吸收后，通过 16 米

高的排气筒排放。盐酸储罐，放散气体通过尾气吸收装置，水喷淋后，形成副产

盐酸套用。 

（2）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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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R 蒸发系统 2 套，三维电解反应系统 2 套，50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1

套，处理工艺为生物膜法（MBBR）。污水预处理工艺过程设置集水系统、预处

理与暂存系统和生化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污水达标排入海城市绿源净水有限公

司。 

（3）固体废物 

已经建成日处理能力为 20 吨的危险废物焚烧炉一座，及其配套的危险废物

暂存库一间，焚烧炉还没有正常运行之前，危险废物委托相关有资质的相关单位

进行处理。并办理相应的转移联单。 

2.天正化工环保实施运行情况： 

（1）废气 

天正化工根据每个工序的中间体及工艺，分别设置了处理废气的环保设施，

主要如下： 

①缩合工序 

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氨气经管道引入四级氨气吸收净化装置，采用水为吸收介

质，利用循环泵循环产生负压，逐级吸收净化，处理后废气经 16 米排气筒排放；

规模为 10000m³/h。 

②储罐区废气 

硫酸、硝酸、盐酸储罐产生的废气经呼吸阀引入吸收塔处理，处理规模 6000m

³/h；吸收塔设有三层喷淋，以水为介质吸收，处理后废气经 16 米排气筒排放。 

③闪蒸工序 

产品蒸干过程中的含尘气体经旋风布袋除尘后，通过 15 米的排气筒排放。 

④包装工序 

在装料口加集气罩收集包装粉尘，通过布袋除尘器（一开一备）处理后，经

15 米的排气筒排放。 

⑤还原乙酰化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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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吸收装置进行处理，规模为 10000m³/h；尾气经吸收塔 3 层喷淋水洗后

经 16 米排气筒排放。 

⑥12 吨/小时燃生物质和煤炉废气处理装置 

采用陶瓷多管旋风除尘+布袋除尘+超重力脱硫除尘一体机处理达标后，经

45 米高排气筒排放。 

⑦污水厌氧、好氧吸收装置 

尾气吸收装置进行处理，规模 6000m³/h；尾气经吸收塔 3 层喷淋水洗后经

16 米排气筒排放。 

⑧带式干燥机布袋除尘装置 

产品蒸干过程中的含尘气体经布袋除尘后，通过 15 米的排气筒排放。 

（2）废水 

8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1 套；污水预处理工艺设有集水调节系统、物化处理

系统和生化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通过管网排入北港环保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

理。 

（3）固体废物 

已建成配套的固废专用仓库三间，储存能力 800 吨；公司所产生的危险废物

全部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并办理相应的转移联单。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环保设施均正常使用且有效运转。 

（四）与环保相关的各项资质、许可、设施验收等已依法取得或依法开展； 

1.与环保相关的资质、许可情况 

海城市环境保护局已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出具《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排污许可证的情况说明》，确认“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局直接管

辖企业，核查期内，根据该公司提供的申请材料，以及我局日常环境监管和环境

监测结果，认定该公司具备发放排污许可证条件。现我省暂未开展该行业排污许

可证发放工作，具体发放时间按照省、市上级环境保护部门总体工作安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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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行人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天正化工持有的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核发的《排污许可证》（东排污证第

C000042 号），主要污染物：COD、氨氮、SO2、氮氧化物，有效期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经本所律师核查，该排污许可证已到期。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河口分局

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出具《关于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情况的说

明》，“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

公司属于 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按照国务院《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

方案》（国办发[2016]81 号）、《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8 号）、《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部令第 45 号）及山东省环境保

护厅有关要求，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行业应于 2020 年前完成新版排污许可证申

领，目前尚未纳入申领和更换范围，特此说明。”因此，天正化工尚未取得新的

排污许可证。 

发行人目前持有东北认证有限公司核发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编号：

01018E10024R2M），认证发行人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 24001-2016 idt ISO 

14001:2015，该体系覆盖范围为溶剂红、溶剂绿等溶剂染料系列产品；颜料黄、

颜料红、颜料棕、颜料橙等有机颜料及染料、颜料有机中间体的设计、开发和生

产及相关活动和场所，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 

天正化工目前持有东北认证有限公司核发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编

号：NAC16E001R0M），确定天正化工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ISO 14001:2015 标准，

该体系覆盖范围为 5-乙酰乙酰氨基苯并咪唑酮（AABI）；5-氨基苯并咪唑酮（BI）；

5,6-二氨基苯并咪唑酮（DABI）的生产及相关活动和场所，有效期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 

2.与环保相关的验收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天正化工环保相关的验收文件如下： 

（1）发行人环保相关的验收文件如下： 

2011 年 1 月 31 日，辽宁省环境保护厅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着色剂项目负责验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验收编号：辽环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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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污染防

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2011 年 6 月 8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000 吨 1,8 萘酐项目负责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验收编号：

海环验[2011]023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

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2011 年 10 月 8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着色剂二期项目负责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验收编号：海环

验[2011]042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污染

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2011 年 10 月 14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高档着色剂技改项目负责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验收编号：海

环验[2011]041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污

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2018 年 6 月 15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500 吨氨氧化系列产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噪声及固体废物部

分）》，表明验收组同意本项目厂界噪声和固体废物部分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2018 年 6 月 15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苯并咪唑酮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系列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噪声及固体废物部分）》，表明验收组同意本项目厂界噪声和固体废物部分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 

2018 年 6 月 15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意见（噪声及固体废物部分）》，表明验收组同意本项目厂界噪声和固体废物部

分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2018 年 6 月 15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大分子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系列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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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及固体废物部分）》，表明验收组同意本项目厂界噪声和固体废物部分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 

2018 年 6 月 15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喹吖啶酮系列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

见（噪声及固体废物部分）》，表明验收组同意本项目厂界噪声和固体废物部分环

境保护验收合格。 

2018 年 6 月 15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档着色剂及专用中间体三期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噪声及固体废物

部分）》，表明验收组同意本项目厂界噪声和固体废物部分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2018 年 6 月 15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型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噪声及固体废物部分）》，表明验收组同意本项目厂界噪声和固体废物部分

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2）天正化工环保相关的验收文件如下： 

2009 年 11 月 9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东环验[2009]1002 号验收意见，

表明：天正化工 5-乙酰乙酰氨基苯并咪唑酮剂项目。经验收监测和环保检查，

能够达到环保要求。同意通过环保检查。 

2011 年 03 月 16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河口分局核发了《关于东营市天正

化工有限公司 10t/h 燃煤蒸汽锅炉改扩建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东环河

分验[2011]1002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环保有关要求，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2011 年 9 月 30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关于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公

司颜料中间体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东环验[2011]1008 号），

表明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2015 年 10 月 20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河口分局核发了《关于东营市天正

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验收编

号：东环河分验[2015]065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环保有关要求，同意通过环保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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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7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河口分局核发了《关于东营市天正

化工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验收编号：东环河分验

[2016]072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环保有关要求，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2017 年 3 月 13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关于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公

司颜料中间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东环审[2017]26 号），表明项目符

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2018 年 8 月 13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河口分局核发了《关于东营市天正化

工有限公司 1t/h MVR 蒸发器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合格的函》（验收编号：东环河分验[2018]22 号），表明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噪

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取得环保相关的验收文件。 

（五）报告期与环保相关的投诉、纠纷；环保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执

行； 

1.环保相关的投诉及纠纷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2018 年 7 月 24 日，鞍山市民心网收到针对发行人

的环保投诉，受理单位为鞍山海城市环保局，处理结果为经监察部门进行现场检

查，公司未发现违法行为，公司环保手续合法，7 月 22 日、23 日省监督局“回头

看”到企业检查，大连监测站对企业进行检测，数据合理，未发现违法行为。 

（2）经本所律师核查，2018 年 3 月，环保部收到针对发行人的环保投诉，

根据海城市政府网站公示的《海城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7-0407-0024 号举报受理

信访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①关于“该公司厂区管理混乱，对外招租多家厂中厂（有生产溶剂黄 98、溶

剂橙 63 等多个系列产品的浙江台州人阮孟福等）”问题，经查该公司全厂管理较

规范，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于 2012 年通过了国家环保部上市

核查。浙江台州人阮孟福实为台州市一家化工有限公司法人，与公司为供给买卖

关系，在厂区内未发现厂中厂等对外招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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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都没有审批手续”问题，经调阅有关资料，公司现有建设项目均按要

求履行了环保审批手续。 

③关于“污水处理设施无法处理高浓度酸性废水，产生的废水就直接利用现

有企业内部的污水厂混合当地的生活污水，加水稀释后暗管偷排，污水处理运行

台账造假”问题，经查该企业已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污水预处理设施，废水经预

处理后排入处理厂达标排放。经调阅公司污水预处理设施运行记录和台账齐全，

未发现造假问题。关于暗管偷排高浓度酸性废水问题，经现场勘查，未发现暗管、

临时输送管道、输送泵和运输车辆；调查询问污水处理厂负责人，负责人及相关

人员污水处理厂进口水质 PH 值保持在 6 左右，日常管理中未发现输入高浓度酸

性废水；经现场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污水预处理设施入口 PH 值为 6.10，出口

PH 值为 7.11。 

④关于“与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关系密切，来检查时都会提前得到消息而采

用短期停产、设备空转的方式逃避”问题，公司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污水排放口

安装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对企业排放污水进行实时监管。由于公司为精细化

工生产企业，生产设备主要为反应釜，日常环境监察监管中未发现短期停产、设

备空转的问题。 

⑤关于“曾经产生的危废、固废等多达几万吨不知去向”问题，经核查公司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导热油炉炉渣，炉渣外售建材综合利用。危

险废物有精馏残渣、废活性炭、过滤渣、污泥、危险化学品废包装、废油，厂区

内有危废暂存库房并设有危险废物标识，与辽宁牧昌国际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调阅 2014 年至 2016 年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该企业

2014 年转移危险废物 463 吨、2015 年转移 618.67 吨、2015 年转移 646.58 吨，

截止 2017 年 4 月 5 日，现有危废库存量 51.11 吨，均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管理办法》规定填写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未发现危废、固废多达几万吨不知去

向问题。 

根据上述对于发行人的投诉的政府处理结果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

为，上述投诉均不属实。 

2.环保相关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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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制定了《废气排放管理规定》、《废水排放管理

规定》、《固体废物管理办法》等相关环保制度，建立了以总经理为危险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并对安全环保部、环保专员及各生产部门的环保责任

明确划分的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确保了环保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健

全。根据上述制度，发行人设有安全环保部，负责公司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环

境保护工作；对日常生产现场排水（浑浊度、颜色、pH）、排气（现场气味）及

跑冒滴漏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沟通跟踪整改；日常及时检查维护环保设

施、记录环保运营情况相关数据，确保各环保设施运营正常。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环保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 

（六）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环保投入、“三废”排放总量与产品产

量、产能的匹配情况是否存在异常并说明其原因及合理性；环保投入对公司盈

利水平的影响； 

1.发行人环保投入与产品产量、产能的匹配情况 

（1）环保投入总体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投入主要分为环保费用支出和环保

设施投入，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环保费用支出（万元） 1,242.94 1,759.53 1,724.35 1,294.15 

环保设施投入（万元） 100.44 515.28 62.62 894.35 

合计（万元） 1,343.38 2,274.81 1,786.97 2,188.50 

其中，环保费用支出系发行人根据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排放量

而支付的相关费用等；环保设施投入系发行人对环保设施的新增及改扩建等。 

（2）环保投入与产品产量匹配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环保费用支出与产品产量之间的配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环保费用支出（万元）① 1,242.94 1,759.53 1,724.35 1,294.15 

产品产量（吨）② 4,559.80 7,632.82 6,322.24 5,282.80 

匹配情况①/② 0.27 0.23 0.27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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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产品产量为半成品加中间体，下同。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单位产品产量环保费用支出呈波动趋势，具体分析

如下： 

①2016年较2015年 

2016年度，发行人单位产量环保费用支出为0.27万元，较2015年增长12.50%，

增幅较大，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环保费用支出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费、污水预处理费和固废处理费，

这三项费用合计占环保费用支出的比例约为99%。2015年、2016年环保费用支出

具体匹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产品产量（吨）① 6,322.24 5,282.80 

污水处理费（万元）② 215.92 171.62 

匹配情况②/① 0.03 0.03 

污水预处理费（万元）③  1,113.37 884.59 

匹配情况③/①  0.18 0.17 

固废处理费（万元）④ 380.71 218.69 

匹配情况④/① 0.06 0.04 

如上表所示，2016年，单位产品产量对应的污水处理费、污水预处理费变动

情况较小；单位产品产量对应的固废处理费有一定的增长，原因如下： 

2016年，发行人固废处理费增幅为74.09%，主要系固废总量与处理价格均增

长所致，其中，固废总量增幅为35.53%，处理价格增幅为28.45%。固废总量增

长较快，主要是受山东环保升级影响，发行人子公司天正化工为提升污水治理标

准，更新淘汰了部分污水预处理辅料，导致工业固废产生量增长较快。 

②2017年较2016年 

2017年度，发行人单位产量环保费用支出为0.23万元，较2016年下降14.81%，

降幅较大，2016年、2017年环保费用支出具体匹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产品产量（吨）① 7,632.82 6,322.24 

污水处理费（万元）② 282.02 2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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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情况②/① 0.04 0.03 

污水预处理费（万元）③  1,039.45 1,113.37 

匹配情况③/①  0.14 0.18 

固废处理费（万元）④ 417.98 380.71 

匹配情况④/① 0.05 0.06 

如上表所示，2017年，单位产品产量对应的污水处理费、固废处理费变动情

况较小，单位产品产量对应的污水预处理费有一定的下降，原因如下： 

2017年度，发行人污水预处理费较2016年下降6.64%，主要系发行人污水预

处理辅材消耗下降所致，其中，主要系预处理辅材中的改性生物悬浮填料减少

247.20万元所致。发行人从2015年开始使用新型改性生物悬浮填料，2015年、2016

年投入改性生物悬浮填料逐年增加。到2017年，由于污水预处理设施中的改性生

物悬浮填料接近饱和，发行人减少了当期的投入量。 

（3）环保投入与产能匹配情况分析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产能与环保设施投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产能（吨） 3,280.00 6,560.00 6,100.00 6,100.00 

环保设施投入（万元） 100.44 515.28 62.62 894.35 

注：2018年1-6月产能为2018年全年产能的一半。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2015年、2016年产能保持不变，2015年、2016年环保设

施投入均为对发行人原环保设施的投资改扩建；2017年产能增加460吨，2017年

新增环保设施投入515.28万元，包含了新增产能对应的环保设施。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环保投入与产品产量、产能存在匹配关系。 

2，发行人“三废”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的匹配情况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三废”排放总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废水（万吨） 64.46 95.41 71.76 60.64 

废气（千克） 27,643.44 45,029.74 33,287.10 93,173.10 

工业固废量（吨） 1,019.37 1,715.56 1,158.18 854.58 

（2）发行人“三废”排放总量、产品产量及配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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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产品产量（吨）① 4,559.80 7,632.82 6,322.24 5,282.80 

废水（万吨）② 64.46 95.41 71.76 60.64 

匹配情况②/① 0.01 0.01 0.01 0.01 

废气（千克）③ 27,643.44 45,029.74 33,287.10 93,173.10 

匹配情况③/① 6.06 5.90 5.27 17.64 

工业固废量（吨）④ 1,019.37 1,715.56 1,158.18 854.58 

匹配情况④/① 0.22 0.22 0.18 0.16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单位产品产量对应的废水排放量保持不变；单位产

品产量对应的废气排放量、工业固废量有一定的变动，原因如下： 

①废气匹配情况分析 

发行人废气排放主要来源于燃煤锅炉自产蒸汽，2015 年，发行人采用燃煤

锅炉自产蒸汽，所以废气排放量较大；2016 年开始，发行人向惠丰瑞焓采购蒸

汽，燃煤锅炉停止使用，废气排放量大幅下降。2017 年，发行人废气排放量较

2016 年增长 35.28%，主要系惠丰瑞焓锅炉检修，发行人临时使用燃煤锅炉自产

蒸汽，同时发行人 2017 年度生产规模增长较大，导热油炉产生废气增加。 

②固废匹配情况分析 

2016 年和 2017 年，发行人工业固废排放量增速较快，主要是受山东环保升

级影响，发行人子公司天正化工为提升污水治理标准，更新淘汰了部分污水预处

理辅料，导致工业固废产生量增长较快。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三废”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存在匹配关

系。 

3.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5年至2017年，同行业可比公司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发行人的环保费用支出及产品产量的比较情况如下表所示： 

可比公司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环保投入（万元）① 6,984.92 8,438.51 7,109.68 

产品产量（吨）② 44,845.31 40,593.21 25,788.07 百合花 

匹配情况①/② 0.16 0.21 0.28 

发行人 环保费用支出（万元）① 1,759.53 1,724.35 1,2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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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吨）② 7,632.82 6,322.24 5,282.80 

匹配情况①/② 0.23 0.27 0.24 

数据来源：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如上表所示，除 2015 年发行人单位产品产量的环保费用支出略低于同期百

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各期单位产品产量的环保费用支出均高于同期可

比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投入、“三废”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

产能之间存在匹配关系。 

4.环保投入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 

第一，发行人现有生产环保费用投入水平基本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水平。公

司重视环保投入，与可比公司相比，发行人环保投入水平较高。公司环保投入占

营业利润的比例约为 16%，公司目前环保投入水平较高，环保投入对公司盈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发行人现有募投项目均已安排了足额环保投入，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环保投入（万元）

1 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光牢度溶剂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 119.00 

2 高耐晒牢度有机颜料及系列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第一期） 152.00 

3 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第一期） 820.00 

4 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研发检测中心扩建项目 223.30 

合计 1,314.30 

综上，一方面，发行人现有环保费用支出水平高于同行业支出水平，另一方

面，发行人已经为募投项目做好了环保投入安排。发行人的环保设施能够充分保

证生产经营，未来环保投入的增加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较小。 

本所律师认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发行人环保投入、“三废”排放总

量与产品产量、产能之间有匹配关系；环保投入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较小。 

（七）与募投项目相关的环保措施和投入计划；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中已安排专项环保资金，用于募投项目的

环保投入，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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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环保投入（万元）

1 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光牢度溶剂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 119.00 

2 高耐晒牢度有机颜料及系列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第一期） 152.00 

3 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第一期） 820.00 

4 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研发检测中心扩建项目 223.30 

合计 1,314.30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合计安排环保投入 1,314.30 万元，各募投项目具体环保

措施及投入计划如下： 

1.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光牢度溶剂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

的环保具体措施及投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序号  类型  环保措施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实施

时间

氨气三级水吸收装置及 20m 排气筒  6 

HCl 气三级水吸收装置及 20m 排气筒  6 

不凝气经降膜水吸收后，再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尾气

经 20m 高排气筒排出车间。  
10 

烘干水蒸气引风外排系统  2 

1 废气  

溶剂染料生产装置和高性能颜料中间体装置粉碎、包

装系统布袋除尘器  
2 

2 废水  新建装置区至污水预处理站排水管网  6 

3 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 2 

4 地下水  研发车间及中间体装置区围堰及防渗  40 

5 其他  研发车间及中间体装置区四周绿化  2 

6 环境风险  火灾及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10 

施工期临时环保措施  5 
7 环境监理  

环境监理计费  30 

合计 119 

项目

开工

前  

2.高耐晒牢度有机颜料及系列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第一期）的环保具体措

施及投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序号  类型  环保措施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实施

时间

布袋除尘器及排气筒，2 套  24 

中间体车间 HCl 气三级水吸收装置及 20m 排气筒  6 

中间体车间不凝气经降膜水吸收后，再经活性炭吸附

处理，尾气经 20m 高排气筒排出车间。  
10 

1 废气 

颜料车间、中间体车间水蒸气排风系统，2 套  4 

2 废水  新建排水管网  48 

项目

开工

前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54 

3 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 5 

4 地下水  新建车间地面防渗处理  20 

5 其他  厂区绿化  10 

6 环境风险  火灾及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10 

施工期临时环保措施  5 
7 环境监理  

环境监理计费  10 

合计 152 

3.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第一期）

的环保具体措施及投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序号  类型  环保措施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实施

时间

氨气酸吸收-水吸收系统及排气筒，1 套  12 

中间体车间三级水吸收+活性炭吸附及排气筒；粉碎工

序布袋除尘器及排气系统；烘干水蒸气引风外排系统；

氨气三级水吸收及排气筒  

30 1 废气  

拼混车间粉尘集中排放，设置 2 根高于 15m 的排气筒 2 

2 废水  
污水预处理扩建，新建沉淀池 2 个、中间池 1 个、A/O

池，完善污水处理设备及相应管网  
500 

3 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 3 

4 地下水  
新建装置区、仓库、中间体车间地面及污水处理池防

渗处理，重点防渗区面积 10741m2，一般防渗区 2000 m2
240 

5 其他  厂区绿化  10 

6 环境风险  火灾及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8 

施工期临时环保措施  5 
7 环境监理  

环境监理计费  10 

合计 820 

项目

开工

前  

4.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研发检测中心扩建项目的环保具体措

施及投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序号 类型 环保措施内容  
投资金额  

（万元）  

实施  

时间 

1 废气 通风柜、风机 200 

2 地下水 地面防渗处理 20 

3 噪声 高噪声设备减振、消声处理 3.30 

合计 223.30 

项目开

工前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已经制定了详细的环保

措施及环保投入计划，确保募投项目的建设、运营及“三废”排放等均符合相关

环保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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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结合该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析环境保护税开征后对发行人业务、相关

财务指标及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为落实决定精神，构建绿色

税制体系，强化税收调控作用，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

发展，环境保护税立法进程加快，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通过，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国务

院相应制定了实施条例并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布，与环境保护税法同步实施。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

放污染物，不缴纳相应污染物的环境保护税：（一）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二）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设施、

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征收

环境保护税，不再征收排污费。”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和天正化工的污水和固体废物均交由专

业机构进行处置，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过脱尘除硫等处理后直接排入大

气，所以根据上述规定，发行人和天正化工排放的污水和固体废物均不需缴纳环

境保护税，排放的废气需缴纳环境保护税不再缴纳排污费。由于发行人生产过程

中噪声未达到缴税标准，因此无需缴纳相关环境保护税。 

发行人和天正化工于 2018 年 1 月起根据实际废气排放量及污染当量计提并

缴纳环境保护税，具体情况如下表： 

本期应纳税额（万元） 
季度 

发行人 天正化工 合计 

第一季度 2.07 0.74 2.81 

第二季度 1.89 0.22 2.11 

第三季度 1.31 0.23 1.54 

合计 5.26 1.19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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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大气排放的环境保护税及大气排污费具体金额及占净利润比例情

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 年 1-6 月（万元） 

环境保护税/大气排污费① 4.92 

净利润② 5,256.38 

占比①/② 0.09% 

本所律师认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后，发行人缴纳的环境保护税金额较小，不

会对发行人业务、相关财务指标和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影响。 

（九）两起环保行政处罚事件的整改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1.2015年4月17日，东营市环保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字[2015]

河 15 号），天正化工已于 2015 年 4 月缴纳了罚款，且及时完成了整改，具体整

改情况如下： 

（1）针对天正化工污水处理站新增装置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整改情况：天正化工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委托江苏久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

制了《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公司颜料中间体项目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环境影响变

更报告》，对新增加厌氧装置补做环评。2015 年 3 月 31 日，上述整改措施经东

营市环境保护局河口分局进行审批（东环河分建审[2015]034 号），并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出具了试运行批复（东环河分试[2015]029 号）。2015 年 8 月 24 日，天

正化工委托东营恒利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编写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表》，并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经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河口分局进行了

验收（东环河分验[2015]065 号）。 

（2）针对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问题 

整改情况：天正化工已规范使用污水处理设备。符合东营恒利职业卫生检测

评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中对污水处理设

备使用方式及环保部门批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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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 6 月 30 日，东营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

字[2015]河 25 号），天正化工已于 2015 年 7 月缴纳了罚款，且及时完成了整改，

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整改情况：天正化工立即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查，查找原因，清理布袋除

尘设施，更换布袋，对各设施进行了清理，并于 2015 年 6 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超重力脱硫除尘一体机设施，并委托东营恒利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进行了

检测，检测结果满足《山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3）中烟尘

排放浓度。 

2018 年 9 月，东营市环保局出具《证明》，确认：“东营市天正化工有限公

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除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字［2015］河 15 号）和

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字［2015］河 25 号）两项环保行政处罚外，不存在其

他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上述两项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措施不力引起污染争议事件。” 

本所律师认为，天正化工在受到处罚后，均已按照要求执行处罚决定并完成

整改。根据处罚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该等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

对本次发行构成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发行人已在环保合规方面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 

第二，发行人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均通过环保处理设施处理，“三

废”排放及处理均符合环保标准与规定；发行人子公司天正化工在 2015 年 6 月

因废气排放超标而受到处罚，且天正化工及时采取整顿措施，废气排放符合《山

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3）。除此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违

规排放、违规处理的情形。 

第三，发行人及子公司天正化工环保设施均正常使用且有效运转。 

第四，发行人与环保相关的各项资质、许可、设施验收等均已依法取得或依

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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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两起与环保相关的投诉，经核查确认，上述投

诉均不属实；发行人环保相关内控制度健全且已有效执行。 

第六，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发行人环保投入、“三废”排放总量与产品

产量、产能之间有匹配关系；环保投入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较小。 

第七，发行人在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已经制定了详细的环保措施及环

保投入计划，确保募投项目的建设、运营及“三废”排放等均符合相关环保规定。 

第八，征收环境保护税后，发行人缴纳的环境保护税金额较小，不会对发行

人业务、相关财务指标和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影响。 

第九，天正化工在受到处罚后，均已按照要求执行处罚决定并完成整改。根

据处罚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该等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本次发

行构成障碍。 

五、关于股东结构。根据招股说明书，本次申报发行人共有 126 名股东，

上次申报发行人共有 37 名股东，其中 6 名股东退出，新增股东 95 名，相应的股

权结构发生变化。股权变化的原因包括控股股东存在资金需求、新增外部投资

者、员工持股。请发行人说明：(1)上市申报以来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的背景和

原因；增资或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2)未在发行人处任职的新增自然

人股东入股发行人的原因，新增股东是否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3)历次增资会计处理情况，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规定。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1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资料、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协议、支付凭证

以及股东出具的承诺等，并对股东进行了访谈。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一）上市申报以来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的背景和原因；增资或股权转让

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上市申报以来，发生的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1.2014 年 6 月，股权转让，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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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转让价格 

（元/股）

受让股东是

否曾在发行

人任职 

1 李德义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 6 — 

2 唐廷翱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 6 — 

3 刘晓梅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 6 — 
4 姜克敏 

惠丰投资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 6 — 
5 宋奇亿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 张孝博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7 陈晓庆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 乔治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 高东芳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10 

惠丰投资

李东波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6 元/股，大于每股净资产 3.47 元，同时参考 2011 年公

司增资定价。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市场自主协商的结果，定价真实合理、合法有

效，具有公允性。 

2.2015 年 9 月，股权转让，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转让价格 

（元/股） 

受让股东是

否曾在发行

人任职 

1 王军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 6 - 

2 谷威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 6 - 
3 符云飞 

惠丰投资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 6 - 

4 符云飞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私募基金看好

企业发展入股 
6 - 

5 鲍再冉 
匹克投资 

股东由于资金需求转让股份，私募基金看好

企业发展入股 
6 - 

6 惠丰投资 机构投资者转让股权 6 - 
7 

宁波天同 
王恒明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8 马凯军 
原股东从惠丰投资离职转让股份，新股东为

公司员工，看好企业发展 
6 是 

9 姚锡福 
原股东从惠丰投资离职转让股份，新股东为

公司员工，看好企业发展 
6 是 

10 

宫艳东 

韩烨 
原股东从惠丰投资离职转让股份，新股东为

公司员工，看好企业发展 
6 是 

11 姚锡福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2 马凯军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3 韩烨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4 王烁凯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15 梁文川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16 李长伟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17 徐维丽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18 陈晶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19 张鹏 徐惠祥同学，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20 刘玉琴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21 王仁凤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22 蔡广志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6 否 
23 

惠丰投资 

吴崧巍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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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张志群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25 魏琼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26 宋扬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27 秦俭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28 马卓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29 赵明明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30 张莹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31 郝赫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6 否 
32 权于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33 刘涛 徐惠祥同学，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34 吴雅玲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35 吴洪清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36 吴禹潇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37 董明会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38 刘玉海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39 孙海波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40 杨国斌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41 孙亮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42 王盼 徐惠祥堂弟的配偶，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43 曹文武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44 付临冬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45 柏丽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46 白志强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47 范洋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48 靳晓锋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6 否 
49 刘明范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0 牛媛媛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1 王立军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2 王艳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3 张兴春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6 否 
54 张继臣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6 否 
55 那志鹏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6 袁晓杰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7 王洪霞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8 刘永红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59 孙博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0 田雪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1 汪捍东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2 王金凤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6 否 
63 王明宇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6 否 
64 王伟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5 吴金婷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6 姚欣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7 张洪刚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8 刘健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69 刘启龙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0 苗兴辉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1 王晓斌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2 吴佳桐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3 赵金龙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4 朱永久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5 高振聪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6 谷磊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7 黄健文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78 李龙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61 

79 孙元申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0 谭阳阳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1 张鑫国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2 陆达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3 曾宇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4 陈海硕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5 黄永刚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6 金绍柱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7 金伟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8 刘波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89 刘剑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0 潘海文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1 徐志宝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2 喻纯钢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3 张世新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4 于兴春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5 王贤丰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6 刘晓梅 王贤丰配偶 6 否 
97 王素坤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6 否 
98 许江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99 刘长春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00 杨炳茂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01 姜德春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02 刘志东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03 吴嘉钢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04 齐成昊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105 杨猛 员工持股安排 6 是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6 元/股，大于每股净资产 3.69 元，同时参考上一次股

权转让价格。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市场自主协商的结果，定价真实合理、合法有

效，具有公允性。 

（3）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转让价格 

（元/股） 

受让股东是

否曾在发行

人任职 

1 吕思琦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8 否 

2 陈玲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8 否 
3 

惠丰投资 

蔡广志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安排 8 否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8 元/股，大于每股净资产 4.54 元，在参考上次股权转

让价格的基础上考虑未来发展前景，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市场自主协商的结果，

定价真实合理、合法有效，具有公允性。 

（4）2016 年 8 月 9 日，发行人在转让系统挂牌后，股份转让情况具体如下

表所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62 

时间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转让价格 

（元/股） 

受让股东

是否曾在

发行人任

职 

2016 年 11 月 8 日 蔡广志 韩喆 
股东股权转让，新股东为徐惠祥朋友，看好

企业发展 
20.05 否 

2016 年 12 月 27 日 蔡广志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股东为徐惠祥朋友，看好

企业发展 
17.25 否 

惠丰投资 17.25 

臧婕 17.25 

蔡广志 17.25 

张孝博 17.25 

陈晓庆 17.25 

2016 年 12 月 28 日 

马晓明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股东为徐惠祥朋友，看好

企业发展 

17.25 

否 

惠丰投资 17.25 
2016 年 12 月 29 日 

臧婕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股东为徐惠祥朋友，看好

企业发展 
17.25 

否 

吕思琦 17.25 

陈玲 17.25 

王恒明 17.25 

惠丰投资 17.25 

2017 年 1 月 3 日 

张凤军 

淮安银海
股东股权转让，机构投资者看好企业发展入

股 

17.25 

- 

惠丰投资 17.25 
2017 年 1 月 4 日 

宋奇亿 
淮安银海

股东股权转让，机构投资者看好企业发展入

股 17.25 

- 

 

宋奇亿 17.25 
2017 年 1 月 18 日 

黄海 
张朝益 

股东股权转让，新股东为徐惠祥朋友，看好

企业发展 17.25 
否 

惠丰投资 17.25 
2017 年 1 月 19 日 

宋杨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股东为徐惠祥朋友，看好

企业发展 17.25 
否 

2017 年 1 月 20 日 惠丰投资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股东为徐惠祥朋友，看好

企业发展 
17.25 否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转让系统挂牌后的股份转让行为系股东依据市场价

值，自主协商的结果，定价真实合理、合法有效，具有公允性。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历次增资及股份转

让的原因合理，定价真实合理、合法有效，具有公允性。 

（二）未在发行人处任职的新增自然人股东入股发行人的原因，新增股东

是否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1.未在发行人处任职的新增自然人股东入股发行人的原因情况如下： 

（1）2014 年 6 月 

序

号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资金来源 是否代持 

1 惠丰投资 
张孝博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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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等自有资金 

2 高东芳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2015 年 9 月 

序

号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资金来源 是否代持

1 宁波天同 王恒明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 王烁凯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3 梁文川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4 李长伟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5 徐维丽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6 陈晶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7 张鹏 徐惠祥同学，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8 刘玉琴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9 王仁凤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0 蔡广志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

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1 吴崧巍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2 魏琼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3 马卓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4 赵明明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5 张莹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6 郝赫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

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7 刘涛 徐惠祥同学，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8 吴雅玲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19 吴洪清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0 王盼 
徐惠祥堂弟的配偶，看好企业发

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1 付临冬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2 靳晓锋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

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3 张兴春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

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4 

惠丰投资 

张继臣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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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金凤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

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6 王明宇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

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7 刘晓梅 王贤丰配偶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28 王素坤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股

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积

累等自有资金 
否 

（3）2016 年 1 月 

序

号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资金来源 是否代持 

1 吕思琦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2 陈玲 徐惠祥朋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3 

惠丰投资 

蔡广志 
惠丰投资员工，关联方员工持

股安排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4）2016 年 8 月 9 日，发行人在转让系统挂牌后 

时间 出让股东 受让股东 原因及背景 资金来源 是否代持

2016 年 11 月 8 日 蔡广志 韩喆 
股东股权转让，新

股东为徐惠祥朋

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2016 年 12 月 27 日 蔡广志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

股东为徐惠祥朋

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惠丰投资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臧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蔡广志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张孝博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陈晓庆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2016 年 12 月 28 日 

马晓明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

股东为徐惠祥朋

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惠丰投资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臧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2016 年 12 月 29 日 

宋奇亿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

股东为徐惠祥朋

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2017 年 1 月 18 日 宋奇亿 张朝益 
股东股权转让，新

股东为徐惠祥朋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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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 
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惠丰投资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2017 年 1 月 19 日 

宋杨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

股东为徐惠祥朋

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2017 年 1 月 20 日 惠丰投资 黄伟汕 
股东股权转让，新

股东为徐惠祥朋

友，看好企业发展

工资、薪金所得及家庭

积累等自有资金 
否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新增自然人股东持股主要原因为看好企业发展，自愿入

股企业，少数为关联企业员工持股安排。 

2.新增股东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利益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增股东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关系如

下：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王盼 徐惠祥、臧婕与王盼为亲属关系 2.00 0.0250%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惠祥、臧婕与股东王盼为亲属关系。除

此之外，新增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排。 

本所律师认为，新增自然人股东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股份转让的原因合理，

新增股东除王盼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排。 

（三）历次增资会计处理情况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市申报以来，发行人未发生增资活动，前期历次增资会

计处理均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历次增资及股份转让的原因

合理，定价真实合理、合法有效，具有公允性。 

第二，发行人新增自然人股东均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历次股份转让的原因合

理、出资及转让款来源合法并缴纳了相应的税费，股权清晰，不存在代持的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66 

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的纠纷。上述新增自然人股东持股主要原因为看好企业发展，

自愿入股企业，少数为关联企业员工持股安排。新增自然人股东具有完全行为能

力，股份转让的原因合理，新增股东除王盼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

排。 

第三，上市申报以来，发行人未发生增资活动，前期历次增资会计处理均符

合会计准则规定。 

六、沈阳化工研究院曾以非专利技术对发行人控股股东出资，请发行人说

明：(1)上述出资行为、沈阳化工研究院历次股权转让是否已根据《企业国有产

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有资产评估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国资审批、国

有产权转让、评估等相关程序，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存在，请

说明相应的解决措施；(2)出资定价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造成国有资

产流失的情形；(3)沈阳化工院曾出具《确认函》对其出资行为进行确认，沈阳

化工院是否具有进行确认的权限，其出具的《确认函》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已

涵盖历史上的出资瑕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2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关于鞍山惠丰投资集团历史沿革相关问题的确认函》、《沈

阳化工研究院拟出资无形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书》、《关于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

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鞍山惠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出资的协议》、《关

于同意转让鞍山惠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惠丰化工的工商资料包括

相关的验资报告、评估报告、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批复、相关转让协议等文件、

化工研究院的工商资料包括《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

记表》、《沈阳化工研究院章程》等，并对化工研究院进行了走访。根据上述核查

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上述出资行为、沈阳化工研究院历次股权转让是否已根据《企业国

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有资产评估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国资审批、

国有产权转让、评估等相关程序，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存在，

请说明相应的解决措施； 

1.经本所律师核查，化工研究院向惠丰投资出资情况如下：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67 

（1）2001 年 12 月，化工研究院以其专有技术“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档有机颜

料”向惠丰化工作价出资 275 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资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尚未实施，

但已根据法律的规定经鞍山科惠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沈阳化工研究院拟出资

无形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书》（鞍科惠评报字[2002]第 0100018 号），对化工研究院

出资的“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档有机颜料生产技术”于 2001 年 11 月 30 日的评估价

值进行确认，并根据化工研究院确认，其已履行了审批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1999 年改制以后，化工研究院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

技术转让是其主营业务之一，2001 年至 2007 年，化工研究院技术转让收入累计

32,632.67 万元，年均技术转让收入为 4,661.81 万元。截至 2018 年 8 月底，化工

研究院拥有或曾经拥有农药、染料等相关领域发明专利 1,000 余项，转让发明专

利 350 多项。 

2002 年出资时，“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档有机颜料生产技术”采用收益法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双方股权比例，其中化工研究院 275 万元，惠丰化工 110

万元，该协商作价金额占当年化工研究院的资产及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31%和

2.29%，占比较小，不构成重大投资行为。该作价经化工研究院确认并签订了投

资协议。对此惠丰投资向化工研究院递交了《关于对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中相关事宜进行确认的申请》，2012 年 1 月 9 日，化工研究院对惠丰投

资出具了《关于鞍山惠丰投资集团历史沿革相关问题的确认函》。 

本所律师认为，2002 年化工研究院向惠丰化工出资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处

置。本次增资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尚未实施，化工研究院已履

行审批程序，并进行了评估，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2）2006 年 11 月，化工研究院以非专利技术“溶剂红 SR 系列”向惠丰化工

出资 225 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出资技术为惠丰化工与化工研究院共有非专利技术，

不属于化工研究院以该非专利技术出资，实际上化工研究院未履行出资义务。化

工研究院的本次出资存在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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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本所律师核查，化工研究院转让惠丰投资股权的情况如下： 

（1）2007 年 6 月和 2007 年 12 月，化工研究院未履行其对惠丰化工的 225

万元出资义务，为避免出资不实和对其他已出资股东违约，化工研究院将该出资

义务分 200 万元、25 万元两次转让给徐惠祥。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6 年 11 月，化工研究院以非专利技术“溶剂红 SR 系列”

向惠丰化工出资 225 万元，由于该非专利技术属于惠丰化工与化工研究院共同完

成并共同拥有，因此当时化工研究院出资存在瑕疵且化工研究院后续也未进行弥

补。为避免出资不实和对其他已出资股东造成违约，2007 年 6 月和 2007 年 12

月，化工研究院将当时认缴但并未实缴的 200 万元出资和 25 万元出资转让给了

徐惠祥，由徐惠祥以现金缴足了该等出资。上述股权转让未涉及国有资产的变动。 

（2）2010 年 1 月，化工研究院将其持有的惠丰集团 13.75%的股权转让给徐

恕。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转让经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发《关于同意转让鞍山惠

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中化规[2009]129 号）同意，2009 年 9 月 28

日，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发评报字[2009]第 072 号）评估报告，

对本次转让进行了评估；2010 年 1 月 28 日，本次转让双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合

同编号：2010CTJ0007），2010 年 2 月 2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企业国有产

权交易凭证》（NO：T30000807），确认了本次挂牌交易程序。 

（二）出资定价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化工研究院历次出资定价情况如下： 

1.第一次出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化工研究院 2001 年 12 月的出资行为，以鞍山科惠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沈阳化工研究院拟出资无形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书》（鞍科惠

评报字[2002]第 0100018 号）审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根据《关于高新技术成果

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国科发政字[1997]326 号）等法规法规的要求，由化

工研究院履行国有资产出资的审议程序，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 

在协商作价 385 万元中，认定化工研究院出资 275 万元并将 110 万元让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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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丰化工。前述价格有明确的协议约定，根据惠丰化工与化工研究院 2001 年签

署的《关于“鞍山惠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出资的协议》第二条，新公

司总投资人民币 1100 万元，其中化工研究院投入的无形资产金额为 385 万元。

考虑到惠丰化工原有的无形资产也是新公司的资产，但没有评估进入新公司的资

产额，双方同意：化工研究院在总股本当中实际占有资本为 275 万元，占总股本

的 25%，另外 110 万元无形资产让渡给惠丰化工。实质上是双方考虑到在化工研

究院出资之前惠丰化工自身所具有的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以及惠丰化工对该

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贡献。2002 年实际出资时，化工研究院与惠丰化工并未新

设惠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而是根据该协议约定的价格对惠丰化工进行了增资。 

2012 年 1 月 9 日，化工研究院出具确认函，确认在其担任惠丰投资股东期

间实施的投资、股权变更及股权转让行为均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应投资、股

权变更及转让行为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情形。 

2018 年 9 月 10 日，根据化工研究院出具的访谈笔录，并经化工研究院确认，

化工研究院 2002 年以无形资产向惠丰投资出资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以“苯

并咪唑酮系列高档有机颜料”向惠丰投资出资 385 万元将其中 110 万元转让给惠

丰化工是考虑到惠丰化工在该项目研发中的作用，基于公平原则，双方协商确认

的，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化工研究院与惠丰投资及发行人均不存在任何纠纷，

化工研究院未向发行人投资任何资金。 

2009 年 8 月，化工研究院向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出具了《沈阳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关于拟转让所持“鞍山惠丰”股权的请示》（沈化研院字[2009]第 57 号），该

请示明确：“我院 2002 年以无形资产 275 万元入股鞍山惠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鞍山惠丰" )，持有其 25%的股份(注册资金 1100 万元)。随着业务的不断

扩大， 2007 年经"鞍山惠丰"股东会决定，公司增资到 2000 万元，因我院未跟进

增资，增资后我院持有 13.75%的股权。”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于 2009 年 9 月出具

了《关于同意转让鞍山惠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中化规[2009]129

号），批复同意化工研究院转让惠丰化工股权的请示。 

本所律师认为，化工研究院以其专有技术“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档有机颜料”

向惠丰化工作价出资 275 万元。评估价值为基础，法规法规的要求，由化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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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履行国有资产出资的审议程序，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考虑到双方利益，

确定的出资价格，价格合理，不存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2.第二次出资： 

化工研究院 2006 年 11 月以非专利技术“溶剂红 SR 系列”向惠丰化工出资的

行为，由于使用的技术为与惠丰化工共有的技术出资，2007 年 6 月，自然人股

东徐惠祥以现金补足了该等出资，并取得了相应的股权，该等出资瑕疵得以弥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出资已由徐惠祥以现金的方式补足，未造成化工研究院、

惠丰化工、徐惠祥、惠丰化工的其他股东及国有资产的损失，该等出资瑕疵已得

以清理。 

本次律师认为，化工研究院 2001 年 12 月以专有技术“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档

有机颜料”向惠丰化工出资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并由其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与惠

丰化工协商确定；2006 年 11 月化工研究院以与惠丰化工共有非专利技术“溶剂

红 SR 系列”出资由徐惠祥补充出资，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三）沈阳化工院曾出具《确认函》对其出资行为进行确认，沈阳化工院

是否具有进行确认的权限，其出具的《确认函》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已涵盖历

史上的出资瑕疵。 

经本所律师核查，化工研究院前身为化学工业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是隶属于

化学工业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的科研事业单位。1999 年改制以后，化工研究院

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隶属于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2003 年转隶属于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央直属企业。2007 年，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化工研究院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实施重组，化工研究院并入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成为其子企业。 

根据 2000 年前后的《沈阳化工研究院章程》，化工研究院由国务院投资，院

长根据法律国务院规定，决定企业的各项计划，根据化工研究院持有的财政部或

国务院国资委核发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

等文件均确认了化工研究院的国有资产占有权利，并由化工研究院承担国有资产

的保值增值责任。化工研究院作为国有资产的占有单位，具备对其占有资产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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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责，其具备对其担任惠丰化工股东期间历次股权转让情况出具确认函的权

限，其出具的确认函合法、有效。根据化工研究院出具确认函及本所律师对化工

研究院的走访，其已对作为惠丰投资股东期间的投资及股权变更行为均进行了确

认，涵盖历史上的出资瑕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上述化工研究院参与的惠丰化工出资及股权变更中，2001 年增资时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尚未实施，但当时已按照国有资产的相关规

定履行了评估程序，并根据化工研究院确认，其已履行了审批程序；2007 年 6

月及 2007 年 12 月的股权转让，化工研究院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未涉及国有资

产的变更；2010 年 1 月化工研究院转让股权已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

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3 号）

的规定履行了审批、评估及挂牌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转让符合

国有资产相关规定。 

第二，化工研究院 2001 年 12 月以专有技术“苯并咪唑酮系列高档有机颜料”

向惠丰化工出资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并由其履行审批程序后与惠丰化工协商确

定；2006 年 11 月沈阳化工研究院以与惠丰化工共有非专利技术“溶剂红 SR 系列”

出资由徐惠祥补充出资。上述两次出资，不存在出资不实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情形。 

第三，化工研究院作为国有资产的占有单位，具备对其占有资产的管理职责，

其具备对其担任惠丰化工股东期间历次股权变更情况出具确认函的权限，其出具

的确认函合法、有效。根据化工研究院出具确认函及本所律师对化工研究院的走

访，其已对作为惠丰投资股东期间的投资及股权变更行为均进行了确认，涵盖历

史上的出资瑕疵。 

七、发行人撤回前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后，其副董事长黄海离职（目

前在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董事、总经理李德义离

职（目前在发行人参股公司鞍山辉虹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刘丽华离职，副

总经理马斌变更为发行人安全环保部门经理。请发行人说明：（1）前述高管变化

的详细原因，高管变化是否系由于发行人存在不合规情况或该等高管与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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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纠纷所致；（2）发行人参股公司鞍山辉虹报告期内连续亏损，发行人原董事、

总经理李德义从发行人处离职改任职于鞍山辉虹的合理性；（3）报告期内，辽宁

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鞍山辉虹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交易，该等公司

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进行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4）发

行人报告期内高管是否稳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规定。请保荐机构、申报会

计师、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4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离职人员的辞职信，发行人与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嘉禾宜事达（沈阳）化学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账目、发行人与鞍山辉虹之间

的业务往来明细及相关凭证、发行人董事会会议资料等文件，并对发行人相关负

责人及上述离职人员进行了访谈。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前述高管变化的详细原因，高管变化是否系由于发行人存在不合规

情况或该等高管与发行人存在纠纷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黄海离职原因为：与发行人管理层发生战略分歧，其建议

公司发展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和增加大众类溶剂染料的品种，与发行人注重

的高性能有机颜料、溶剂染料的发展战略定位有一定差异，所以提出辞职。 

李德义离职原因为：其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发行人经营业绩未达考核标准，

所以拟对其进行降职，李德义提出辞职。 

刘丽华离职原因为：其为发行人因前次 IPO 聘请的财务总监，后因个人职业

发展原因于 2015 年 9 月提出辞职。 

马斌转为安全环保部门经理的原因为：发行人管理层结构调整，调整至安全

环保部任职。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变化原因合理，离职人员均为自愿辞职，

转岗人员也未有异议，不存在不合规的情况，发行人与该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纠纷。 

（二）发行人参股公司鞍山辉虹报告期内连续亏损，发行人原董事、总经

理李德义从发行人处离职改任职于鞍山辉虹的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李德义从发行人离职前，因其担任总经理期间业绩连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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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达考核标准，公司拟对其予以降职处理，李德义辞职。2015 年，鞍山辉虹

处于建设运营初期，因李德义具有经营管理经验，故应聘至鞍山辉虹担任副总经

理。 

本所律师认为，李德义从发行人处离职后就职于鞍山辉虹合理。 

（三）报告期内，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鞍山辉虹是否与发行

人存在关联交易，该等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或进行

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1.经本所律师核查，黄海 2015 年从发行人处离职，于 2016 年 1 月开始在辽

宁嘉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17 年 5 月开始担任辽宁嘉禾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在黄海未在该公司任职前，发行人已向嘉禾宜事达（沈阳）

化学有限公司采购货物。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嘉禾宜事达

（沈阳）化学有限公司存在采购交易如下： 

时间 货物名称 金额（万元） 

2015 年 颜料黄 150 10.26 

2016 年 颜料黄 150 11.11 

2017 年 颜料黄 150 19.15 

2018 年 1-6 月 颜料黄 150 7.47 

经本所律师核查，鉴于黄海在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时已在发

行人处离职，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

发行人的关联方，上述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上述交易按照市场价为定价依据，

且金额较小。 

2.发行人与鞍山辉虹存在如下关联交易： 

（1）短期小额资金支持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因鞍山辉虹自有资金不足，鞍山辉虹主要股东

李武、梁旭东、张鹰和发行人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为其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其中

发行人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出借资金给鞍山辉虹 69 万元，2016 年 10 月 17 日，

鞍山辉虹偿还了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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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加工非核心中间体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8 年 1-6 月，发行人将两种非核心中间体 4 溴 1，8-萘

酐和 4 氯 1，8-萘酐委托鞍山辉虹进行加工，发行人提供主要原材料 1，8 萘酐、

溴化钠和次氯酸钠，委托加工费合计 88.17 万元。 

发行人中间体 4 溴 1.8-萘酐和 4 氯 1.8-萘酐的生产成本与委托鞍山辉虹加工

的成本差异具体如下： 

单位：吨、万元 

委托加工产品 
委托方提供的

主要材料 
委托加工材

料金额① 
委托加工

费② 
委托加工成本

= +③ ① ② 
自产成本

④ 

差异

（④-③）
/③ 

4 溴 1.8-萘酐、

4 氯 1.8-萘酐 
1.8-萘酐、溴化

钠、次氯酸钠 
71.42 88.17 159.59 140.07 -12% 

整体来看，发行人自产成本比委托加工成本低约 12%，为留给加工方的合理

利润空间，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

关联交易，发行人与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公司嘉禾宜事达（沈阳）

化学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定价公允，金额较小；发行人向鞍山辉虹提供借款金额

较小，并于 10 日内得以清偿，借款期限较短，发行人委托鞍山辉虹加工非核心

中间体的定价公允。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鞍山辉虹不存在为发行人

承担成本费用或进行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四）发行人报告期内高管是否稳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报告期初至 2015 年 9 月，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李德义、副总经

理齐学博、王贤丰、于兴春、财务总监刘丽华，其中于兴春兼任董事会秘书。 

2015 年 9 月，鉴于原总经理李德义、财务总监刘丽华辞职，发行人召开董

事会，同意聘请王贤丰为公司总经理，齐学博为公司财务总监。变更后公司高级

人员为：总经理王贤丰，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齐学博，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

兴春。 

2018 年 5 月，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再次聘请王贤丰为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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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齐学博为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于兴春为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期初至今，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一直为总经理王

贤丰，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齐学博，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兴春，未发生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虽存在变动，但最近两年，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变化，符合《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规定，符合发行条件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变化原因合理，离职人员均为自愿辞职，不存在不

合规的情况，发行人与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纠纷。 

第二，李德义从发行人处离职就职于鞍山辉虹原因合理。 

第三，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发行人与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嘉禾宜事达（沈阳）化学有

限公司之间的交易定价公允，金额较小；发行人向鞍山辉虹提供借款金额较小，

并于 10 日内得以清偿，借款期限较短，发行人委托鞍山辉虹加工非核心中间体

的定价公允。辽宁嘉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鞍山辉虹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

本费用或进行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第四，报告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虽存在变动，但最近两年，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没有发生变化，符合《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

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规定，符合发行条件的规定。 

八、根据反馈回复，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子公司东营天正存

在一宗涉及员工工伤的行政诉讼和三宗涉及员工工伤的民事诉讼。请发行人说

明：(1)上述工伤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具体情况；(2)上述事项是否构成安全事故，

是否构成违法违规，是否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3)发行人关于安全生产的机制

是否健全。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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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诉讼相关的法律文书，发行人安全生产的相关规章制

度、对天正化工相关负责人员、发行人安全生产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并对发行人

及天正化工生产情况进行实地走访了解。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上述工伤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具体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涉诉的工伤事故具体情况如下： 

2013 年 11 月 22 日 10 时 30 分左右，天正化工员工宋海江去汀罗镇一废品

收购站处理天正化工生产中废弃的编织袋返回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认定该交通

事故中造成的伤害为工伤。 

由于该工伤事故，引发了一宗行政诉讼及三宗民事诉讼，其中一宗行政诉讼

和一宗民事诉讼已经结案，两宗民事诉讼正在审理，具体情况如下： 

①发行人因对宋海江的交通事故是否认定为工伤，与东营市河口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产生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该事故属于工伤，目前

已结案；②宋海江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天正化工支付其加班费及其带薪年

休假工资合计 30.01 元，法院已判决驳回宋海江的诉讼请求，该诉讼已审结；③

宋海江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天正化工支付其停薪期工资、护理费、福利待

遇合计 22.92 元，该诉讼正在审理中；④宋海江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天正

化工支付工伤待遇差额 40.21 元，该诉讼正在审理中。 

（二）上述事项是否构成安全事故，是否构成违法违规，是否受到相关部门

的处罚； 

经本律师核查，该工伤为交通事故引起的，不涉及生产运营，不属于安全生

产事故，不构成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因此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 

（三）发行人关于安全生产的机制是否健全。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贯彻落实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

全生产方针，设有安全环保部，负责公司安全保护工作。建立以总经理为公司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明确副总经理、安全环保部、各生产部门的安全职责的安全

生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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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对安全管理制定了《防火防爆管理制度》、《库房安全管理制度》、《固

体废物管理办法》、《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安全管理制度》、《隐患排查整改管理制

度》、《安全设施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安全检查规定》等相关安全制度。 

针对特殊物品制定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危险源及重大危险源管

理制度》、《防中毒、防泄漏管理制度》、《剧毒品、易制毒品管理制度》。 

针对特种作业制定了《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动土作业管理制度》、《吊

装作业管理制度》、《检维修作业管理制度》、《断路作业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 

对于拟发生的事故制定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制度，规范应急

救援管理工作，提高应对风险与事故的能力，保证职工安全健康和公众生命安全，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安全生产机制健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发行人子公司天正化工涉及的一宗行政诉讼及三宗民事诉讼，均系天

正化工员工宋海江发生交通事故引起。 

第二，上述工伤为交通事故引起的，不涉及生产运营，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

不构成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因此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 

第三，发行人安全生产机制健全。 

九、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内容差异不大，但募投资金却达到了前

次预计募投的 3 倍，请发行人：(1)两次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差异；(2)前次募投资

金未能到位，公司采取了何种措施确保公司持续发展；(3)对比前次募投的市场

预测和公司实际发展，说明本次募投是否存在产能过度扩张和过度融资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6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前次申报的招股说明书，对比了前后两次申报募投项目的具

体信息，相关行业期刊资料、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并对发行人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两次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差异；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78 

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市场环境及公司产品、技术和营收规模等方面的变化，

本次申报的募投项目与上次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项目产能 项目产品 

苯并咪唑酮高耐晒牢

度高耐气候牢度系列

有机颜料扩建项目 
18,186.69 

1、中间体：1,080 吨/年； 

2、颜料：3,000 吨/年 

1、中间体：颜料黄 H3R 中间体、颜黄橙 GP 中

间体、ASBI 中间体、颜料黄 HG 中间体、颜

料黄 155 和 H6G 中间体、颜料黄 128 中间体

2、颜料：颜料红 HF3C、颜料红 HF2B、颜料

红 HF4C、颜料橙 GP、颜料橙 HL70、颜料黄

155、颜料橙 H5G70、颜料黄 H4G、颜料黄

H3R、颜料黄 HF2C、颜料黄 HG、颜料黄 H6G、

颜料黄 RL、颜料黄 154 

前次

申报 

环保型高耐晒牢度高

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2,924.61 1、颜料：400 吨/年 

颜料红 139、颜料黄 185、颜料黄 150、颜料

红 254、颜料红 264、颜料橙 73、颜料黄 L1772、

颜料橙 6RL 

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

色性、高光牢度溶剂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清

洁生产项目 

7,000 

1、溶剂染料：300 吨/年；

2、高性能染料中间体：2,200

吨/年 

1、溶剂染料：溶剂黄 98、溶剂橙 63； 

2、高性能染料中间体：2-氯-5-甲基对苯二胺、

5-乙酰乙酰氨基苯并咪唑酮、2,2’-二氨基乙二

醇二苯醚、2-氨基对苯二甲酸二甲酯、3-氨基

-4-甲氧基-N-苯基苯甲酰胺、1,3-环己二甲胺、

1,4-环己二甲胺 

高耐晒牢度有机颜料

及系列中间体清洁生

产项目（第一期） 

10,000 

1、有机颜料：700 吨/年；2、

有机颜料专用中间体：200

吨/年 

1、有机颜料：颜料黄 155、颜料黄 151、颜料

棕 41； 

2、有机颜料专用中间体：4-氯-1,8 萘二甲酸

酐、4-溴-1,8 萘二甲酸酐、2-氯对苯二胺 

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

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

度有机颜料扩建项目

（第一期） 

23,000 
1、有机颜料：2,500 吨/年；

2、中间体：5,000 吨/年 

1、有机颜料：颜料黄 139、颜料黄 185 

2、中间体：巴比妥酸、邻氯苯腈、邻苯二腈、

对苯二腈 

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

牢度有机颜料研发检

测中心扩建项目 

5,500 - - 

自动化与信息化扩建

项目 
2,500 - - 

偿还银行贷款 8,000 - - 

本次

申报 

补充流动资金 6,000 - - 

经本所律师核查，前后两次募投项目具有以下实质性差异： 

1.新增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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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较上次募投项目，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了四个项目为：高超

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光牢度溶剂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自动化与

信息化扩建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涉及募集资金合计 2.35 亿元。 

2.建设项目的具体差异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申报募投项目中高耐晒牢度有机颜料及系列中

间体清洁生产项目（第一期）和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

颜料扩建项目（第一期）与前次申报募投项目苯并咪唑酮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

度系列有机颜料扩建项目的具体差异情况如下表所示： 

 上次申报 
投资金额 
（万元） 

产能（吨） 变化情况 

前次

申报 

苯并咪唑酮高耐晒牢度高

耐气候牢度系列有机颜料

扩建项目 
18,186.69 

1、中间体：1,080 吨/年； 

2、颜料：3,000 吨/年 

高耐晒牢度有机颜料及系

列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第

一期） 
10,000.00 

1、有机颜料：700 吨/年； 

2、有机颜料专用中间体：200 吨/年 本次

申报 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

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

料扩建项目（第一期） 
23,000.00 

1、有机颜料：2,500 吨/年； 

2、中间体：5,000 吨/年 

保留了部分苯并咪唑

酮系列产品，本次新

增异吲哚啉和偶氮系

列相关产品及其专用

中间体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后两次申报的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实质性差异，主

要为发行人新增了自动化与信息化扩建项目，并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及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依据市场需求以及生产需要，新增了溶剂染料，并扩大

了中间体的产能规模等。 

（二）前次募投资金未能到位，公司采取了何种措施确保公司持续发展； 

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前次募投资金未能到位，发行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确保公司持续发展： 

1.2013 年、2014 年，发行人分别投入自有资金 2,144.24 万元和 964.77 万元

对原有生产线进行升级改扩建，一方面，可以生产部分原募投项目产品，如颜料

黄 HG、颜料橙 GP 及颜料黄 139，其中，颜料黄 HG 新增产能 250 吨、颜料橙

GP 新增产能 170 吨、颜料黄 139 新增产能 500 吨等；另一方面，提高生产线的

生产收率，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2.发行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3 年、2014 年研发支出分别为 1,405.0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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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1,268.64 万元，一方面，开发新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需要；另一方面，对

原有产品进行性能优化，提高产品质量。 

本所律师认为，前次募集资金未能到位，但是发行人采取了包括对原有生产

线进行投资升级改扩建、工艺改进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确保了公司的持续

发展。 

（三）对比前次募投的市场预测和公司实际发展，说明本次募投是否存在

产能过度扩张和过度融资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 2017 年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增长 71.28%，

净利润增长 468.82%，发行人发展情况较好。根据中国染料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2014 年世界有机颜料行业总产量约 29.8 万吨，消费总量约 30.7 万吨，销售额约

30 亿美元。 

本次募投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合计为 6.20 亿元，预计新增产能 10,900 吨，其

中：（1）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光牢度溶剂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清洁生产项

目与高耐晒牢度有机颜料及系列中间体清洁生产项目，合计新增苯并咪唑酮系列

颜料及溶剂染料产能 1,000 吨，配套中间体产能 2,400 吨。2014 年发行人染、颜

料及中间体产量为 3,611 吨，2017 年产量为 6,140 吨，增长率为 70.04%，报告期

内发行人产量保持较高增速，2017 年产能利用率已达 94.59%。因此，预计募投

项目达产后可有效缓解发行人产能压力，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2）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扩建项目新增芳

腈系列中间体产能 5,000 吨、异吲哚林系列产能 2,500 吨，其中，芳腈系列中间

体广泛应用于农药、医药、染颜料、杀菌剂、及特殊高温尼龙等领域，市场每年

需求量约 60,000 吨；异吲哚林系列主要应用于高档涂料、高档油墨印刷、高档

纺丝、塑料等行业，市场每年需求量约 12,000 吨。2014 年，发行人异吲哚啉系

列产品销量为 35.4 吨，2017 年为 318 吨，复合年化增长率为 209%，且 2018 年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8 年 1-9 月，异吲哚啉系列产品销量达 434 吨。因此，预

计高效清洁催化芳腈系列产品及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扩建项目达产后产能可

以充分利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不存在产能过度扩张和过度融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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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发行人前后两次申报的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实质性差异，主要为发行

人新增了自动化与信息化扩建项目，并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发行人依据市场需求以及生产需要，新增了溶剂染料，并扩大了中间体

的产能规模等。 

第二，前次募集资金未能到位，但是发行人采取了包括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投

资升级改扩建、工艺改进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确保了公司的持续发展。 

第三，发行人募投项目新增产能和投资总额均较为合理，不存在产能过度扩

张和过度融资的情形。 

十、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3 月在汇丰工贸

企业总公司任职员，臧婕女士 2004 年 3 月至今在鞍山市铁西区共和办事处担任

科员，请发行人说明：(1)汇丰工贸企业总公司与发行人、发行人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目前存续情况；(2)臧婕女士的相关投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为他人代持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发

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7 题） 

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检索，并查阅了臧婕与鞍山市

铁西区共和街道办事、鞍山市铁西区劳动监察局分别签订的《聘用合同书》、鞍

山市铁西区共和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鞍山市铁西区劳动监察局出具的证明等

文件。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汇丰工贸企业总公司与发行人、发行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存续情况； 

经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鞍山市汇丰工贸企业总公

司仍依法存续，该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1 月 21 日，目前持有鞍山市铁西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30311901096X0，注

册资本为 110 万元，住所为鞍山市铁西区共和办事处，类型为集体所有制，法定

代表人为吕立铭，经营范围为出钢材、木材、民用建材、二类机电产品、化工产

品（不含剧毒、易燃易爆）、塑料制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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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股东为鞍山市铁西区共和街道办事处，

持有其 100%的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公司与发行人、发行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二）臧婕女士的相关投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

否存在为他人代持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6 年 4 月 20 日，惠丰化工与臧婕签署了《鞍山七彩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一致同意发起设立发行人，发行人设立时注册

资本为 3,000 万元。 

臧婕女士，2004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鞍山市铁西区共和办事处担任科员，

2017 年 6 月至今在鞍山市铁西区劳动监察局工作，担任科员。臧婕与鞍山市铁

西区共和街道办事、鞍山市铁西区劳动监察局分别签订的《聘用合同书》、鞍山

市铁西区共和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鞍山市铁西区劳动监察局出具的证明等文

件，臧婕为非公务员编制，其不属于《公务员法》、《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

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

规定》、《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

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中纪发[2000]4 号)、《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执行)》(中纪发[2001]2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

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股东

等禁止投资行为的人员，其持有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工资、薪金及家庭积累的自

有资金，不存在为他人代持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臧婕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自有资金投资的行

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代持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第一，汇丰工贸企业总公司与发行人、发行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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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臧婕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自有资金投资的行为，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代持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控股股东惠丰投资为鞍山市铁东区名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名

惠小贷”）第一大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徐惠祥并担任其董事长。请发行

人说明：（1）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是否与名惠小贷

发生资金往来或借贷情况，名惠小贷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2)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或拆

借于名惠小贷。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问题第

18 题） 

本所律师查阅了名惠小贷的《营业执照》、报告期内名惠小贷的银行存款明

细账、银行流水、客户档案信息、供应商档案信息、往来款明细账、贷款客户明

细账、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及主要客户明细账、发行人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募集资金承诺函》等文件，并对发行人

主要供应商及主要客户进行了实地走访。根据上述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与名惠小贷未发

生资金往来或借贷情况，名惠小贷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1.名惠小贷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徐惠祥已不再担任名

惠小贷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名惠小贷的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3025980518059 

成立时间 2012 年 6 月 12 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显波 

注册资本（万元） 7,000 

注册地 鞍山市 

主要生产经营地 鞍山市 

住所 鞍山市铁东区长青街 18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和银行资金融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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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小额贷款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2015年和2016年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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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6.30/ 

2018 年 1-6 月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总资产 6,217.26 6,149.89 5,979.46 5,917.49 

净资产 6,181.44 6,134.14 5,975.56 5,916.27 

营业收入 142.84 311.38 308.66 445.10 

净利润 47.30 158.58 59.29 -736.51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名惠小贷除 2015 年因向外贷款业务无法得到

偿还发生的坏账损失导致的亏损，其他各期略有盈利，与名惠小贷经营规模相匹

配。 

2.名惠小贷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投资款，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惠丰投资  20% 

李丽  10% 

张萍  10% 

邢素艳  10% 

徐庆贺  10% 

徐亚民  10% 

姜革  10% 

齐慧玲  10% 

股东出资情况 

于长英  10% 

3.报告期内名惠小贷各期主要贷款客户余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18年 6月 30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辽宁嘉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柏玉杰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张印强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徐秀华 - - - 350.00 

刘开 - - - 350.00 

雒荣常 - - - 320.00 

王居哲 350.00 350.00 - - 

张伟 305.00 305.00 305.00 305.00 

李丽 301.00 301.00 - - 

鞍山聚利达经贸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300.00 - 

辽宁华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300.00 - 

王静宜 - - - 280.00 

赵双英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胡艳秋 255.00 270.00 100.00 - 

鞍山奕铭工程有限公司 50.00 3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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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东鞍山予制厂 - 290.00 - 290.00 

辽宁普惠云端科技有限公司 - - 310.00 310.00 

王诗绮 - - 200.00 - 

合计 3,171.00 3,776.00 2,825.00 3,515.00 

贷款总金额 5,579.30 5,834.30 4,763.30 5,325.30 

核查占比 56.84% 64.72% 59.31% 66.01%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与名惠小贷、名惠小贷贷

款客户没有重合，不存在资金往来和借贷情况。报告期内，名惠小贷与发行人不

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与名惠小贷没有发生

资金往来或借贷情况，名惠小贷与发行人不存在利益安排的情形。 

（二）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本次募集资金投

入或拆借于名惠小贷。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采取下列措施防止募集资金拆借于名惠小贷。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

账户。公司董事会负责建立健全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确保该制度的有效实

施。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

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严格执行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发行人不直接或间接以任何形

式与名惠小贷产生资金往来。 

2.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签订承诺函，承诺将严格按照 2017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用途使用所募集资金，不

以任何形式将募集资金投入或拆借给名惠小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制定了资金监管制度，外部由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并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签订了《募

集资金承诺函》，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或拆借于名惠小

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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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行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主要客户与名惠小贷没有发生资金往来

或借贷情况，名惠小贷与发行人不存在利益安排的情形。 

第二，发行人已经制定了资金监管制度，外部由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并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签订了《募集资金承

诺函》，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或拆借于名惠小贷。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六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

后生效。（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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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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