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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纳

微科技”，依上下文而定）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

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公司本次发行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关于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

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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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交所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

资）〔2022〕279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之要求，本所律师对

《审核问询函》所列相关问题涉及的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和/或《律

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

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列声明

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所使用简称一致。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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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6.1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募投项目将在浙江省独山港经济开发区内购置土地

并新建生产基地，包括生产用房、仓储用房、办公用房、研发中心等建设内容；

2）本次募投项目均尚未取得环评批复。 

请发行人说明：（1）购置土地、自建厂房是否符合土地规划用途，是否存在

变相用于房地产投资的情形，是否符合投向科技创新领域要求；（2）发行人及

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3）本次募投项目环评手续办理进展

和预计取得时间，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是否会对本次申报造成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核查手段及核查过程： 

就前述事项，本所律师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工作： 

（一）查阅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土地对应的权属文件、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取得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公司不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承诺函》； 

（三）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房地产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 

（四）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的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营业执照等

文件，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

范围； 

（五）查阅境外律师出具的发行人境外子公司法律意见书、境外子公司的章

程等文件； 

（六）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定期报告； 

（七）查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窗口网站

（http://mohurd.gjzwfw.gov.cn/）等主管部门网站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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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八）取得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公司营业收入构成的说明》； 

（九）查阅由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有关本次募投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十）查阅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浙江纳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0 吨生物层析介质和 2 吨手性药物分离纯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嘉（平）环建〔2023〕4 号）。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购置土地、自建厂房是否符合土地规划用途，是否存在变相用于房

地产投资的情形，是否符合投向科技创新领域要求 

1. 购置土地、自建厂房符合土地规划用途，不存在变相用于房地产投资的

情形 

浙江纳微年产 600吨生物层析介质和 2吨手性药物分离纯化项目用地位于平

湖市独山港区中山路北侧、汇港路东侧地块（宗地编号 2022 平-36 号），公司已

取得该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浙（2022）平湖市不动产权第 0029169 号），证载

用途为工业用地。 

发行人本次购置土地、自建厂房及配套设施将用于生产、仓储、质检、研发、

办公等日常经营活动，符合土地规划用途，不涉及对外出租或出售的情况，不存

在变相用于房地产投资的情形。 

发行人已就本次募集资金投向不涉及房地产业务，不存在变相用于房地产投

资的情形出具相关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参股公司均不属于房地

产开发企业，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2.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参股公司均未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或销售等房地产业务；本公司一直聚焦主业发展，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股、参股公司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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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本次募投项目用地

均为本公司自用，不会将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用于房地产业务。 

4.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监管文件的规定规范使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募集

资金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地产业务，亦不会通过其他方式直接或

间接流入房地产开发领域。” 

2. 发行人本次购置土地、自建厂房符合募集资金投向科技创新领域要求 

本次募投项目紧紧围绕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购置土地、

自建厂房的用途为全部自用，用于生产、仓储、质检、研发、办公等日常经营活

动，旨在扩充公司产品产能、优化产品结构，以促进公司生物医药领域关键材料

产品的商业化进程，为公司持续的市场拓展提供充足的产能保障，以持续保持公

司的科创实力。因此，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购置土地房产符合投向科技创新领

域的要求。 

（二）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 

1. 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具备房地产开发

资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条的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根据《城

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修订）》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

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

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

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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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控股、参股公司均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2. 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拥有 13 家控股子公司、2 家参

股公司。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包含“房地

产开发”、“房地产经营”、“房屋租赁”等内容，具体如下： 

序

号 

企业 

名称 

与发行

人关系 
经营范围 

是否涉

及房地

产业务 

1 
纳微 

科技 
发行人 

生产聚苯乙烯微球、聚丙烯酸酯微球、硅胶微球和色

谱柱，研究开发用于粉体材料、色谱填料、高效分离

纯化介质、高分子微球材料、平板显示原材料的各类

微球，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及售

后服务，提供与本公司产品和技术相关的培训服务。

（凡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取得专项许可手续后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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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 常熟纳微 
全资 

子公司 

PMMA 微球、PS 微球、硅球类相关生物科技产品生

产、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及售后服务；研究用于粉体

材料、色谱材料、高效分离纯化介质、高分子微球材

料、平板显示原材料、光扩散粒子的 PMMA 微球、

PS 微球、硅球、研发设计色谱柱及科学分析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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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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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

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基材料制造（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否 

3 苏州纳宇 
全资 

子公司 

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实验室耗材、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从事上述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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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4 浙江纳微 
全资 

子公司 

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新

材料技术研发；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8-3-7 

5 
纳微 

研究所 

控股 

子公司 

纳米、微米球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销售

实验室耗材、化学试剂、非危险化工产品、仪器设备；

提供上述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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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6 苏州赛谱 
控股 

子公司 

生化药物分离纯化检测仪器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

相关技术服务、认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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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实验分析仪

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专

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租赁服

务（不含出版物出租）；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7 
纳微生命

科技 

控股 

子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

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材料销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否 

8 苏州纳谱 
控股 

子公司 

研发、生产、销售：分析检测仪器和耗材，提供色谱

分离和纯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实验室仪器和

相关耗材；从事本公司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

辅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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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9 
苏州 

英菲尼 

控股 

孙公司 

检测科技、纳米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销售：实验室耗材、化学

试剂、非危险化工产品、仪器设备、计算机软件；产

品质量检测咨询服务；检验检疫服务、环境与生态监

测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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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 赛谱科技 
控股 

孙公司 

一般项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电子

测量仪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光学仪器制造；

仪器仪表销售；软件开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仪器仪表修理；其他通用仪器制造；实验

分析仪器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专

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

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药物检测仪器制造；制

药专用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光

学仪器销售；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

合成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认证咨询；通用设备

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8-3-8 

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 印度纳微 
全资 

子公司 

分离纯化介质、色谱填料、色谱柱等产品的销售；分

离纯化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否 

12 美国纳微 
全资 

子公司 
商业发展和技术研发 否 

13 
里拉斯 

技术 

控股 

子公司 
研发外包服务 否 

14 
NanoSepu 

LLC 

全资 

孙公司 
经销液相色谱仪器零件 否 

15 鑫导电子 
参股 

公司 

研发、生产：电子连接材料和产品，销售本公司所生

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从事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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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6 天汇微球 
参股 

企业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否 

3. 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根据发行人的公开披露信息，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高性能纳米微

球材料的研发、规模化生产、销售及应用服务，不涉及房地产业务，发行人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

业务

收入 

生物医药 38,384.86 39,024.39 16,664.89 9,654.97 

平板显示 2,502.53 3,768.24 3,314.40 2,931.66 

体外诊断 5,514.11 1,579.87 348.52 25.69 

其他业务收入 616.71 262.17 171.50 357.77 

合计 47,018.21 44,634.68 20,499.29 12,970.09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为生物医药、平板显示、体外诊断领域的产

品销售收入，不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业务收入；发行人其他业务收入为贸易

收入、技术服务费、设备租赁费、培训费、会展服务费和采购服务费，亦不存在

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业务收入。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均不属

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

公司的经营范围均未包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内容，不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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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业务收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公司均未从事房地

产业务。 

（三）本次募投项目环评手续办理进展和预计取得时间，是否存在实质性

障碍，是否会对本次申报造成不利影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浙江纳微年产 600 吨生物层

析介质和 2 吨手性药物分离纯化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2023 年 1 月 13 日，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浙江纳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600吨生物层析介质和2吨手性药物分离纯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

意见》（嘉（平）环建〔2023〕4 号），在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原则同意环评报告书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办理完毕本次募投项目环评手续，不会对本

次申报造成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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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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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李  静 

 

              ___________________ 

                    徐嘉捷 

 

              ___________________ 

                    吴美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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