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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新能”或“公司”、“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易成新

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

重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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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易成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2 号）

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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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对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是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发表专项意见，并且该等法律意见是

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二）本所及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上签字的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

行了核实验证，本专项核查意见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提

供的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听取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和验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均应对本所律师作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的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需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均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且已将全部事

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四）本所律师已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提供的相关文件根据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进行核查，本所律师是以某项事项发生之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为依据认定该事项是否合法、有效；对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相关而因客观限制

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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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其他有关机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

见； 

（五）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需的有关文

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但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专项核查意见只作引用，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专项核查意

见中对于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财务顾问等专业文件之数据和结论的引用，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同意或保

证，且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本次重大资产相关文件中引用本专项

核查意见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八）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

明； 

（九）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专项核查意见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河南

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意向性预案》中使用的简

称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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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 文 

  

问题 2、预案显示，开封炭素有 5 家子公司，开封炭素的持股比例在 51%

至 70%不等。此外，预案披露“公司依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能源化工研究院建立

的新型炭材料研究所是公司研发主体机构”。 

（1）请补充说明新型炭材料研究所与开封炭素及其控股股东的具体关系，

相关研发成果是否为开封炭素所有。 

（2）请补充说明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所拥有核心技术的情况（专利、非专

利技术等），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时间和方式、相关技术所有权情况、使用期限或

保护期等，并补充说明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是否完全拥有其生产经营所必须的

资质，如否，请说明原因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3）请补充说明开封炭素核心技术人员构成及基本情况，以及在报告期内

的变动情况，并说明为维护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拟采取的保障性措施。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新型炭材料研究所为开封炭素内部研发部门的合称，相关研发成果

为开封炭素所有。 

经核查，开封炭素为保持其在炭素领域的竞争优势地位，集合了开封炭素技

术管理部、技术研发部及 426 所三个部门从而成立了新型炭材料研究院。新型炭

材料研究院是上述三个部门的合称，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独立

承担开封炭素的研发任务，并由开封炭素享有研发成果，具体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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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研发成果方面，开封炭素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制度》、《专

利管理制度》，其中规定发明人在开封炭素工作过程中或者主要是利用开封炭素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单位。因此，

开封炭素研发人员在职期间的研发成果归开封炭素所有。 

    （二）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情况及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资

质。 

    1、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情

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1 开封炭素 发明 坩埚加工刀具 ZL 201510255244.9 2015.05.19 
原始

取得 

2 开封炭素 发明 一种石墨炭套生产方法 ZL 201410000196.4 2014.01.02 
原始

取得 

3 开封炭素 发明 干料加热器 ZL 201110182777.0 2011.07.01 
原始

取得 

4 开封炭素 发明 一种翻转卸料装置 ZL 201010515399.9 2010.10.22 
原始

取得 

5 开封炭素 发明 
直径 600mm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及

其生产方法 
ZL 200910064797.0 2009.05.07 

原始

取得 

序号 部门/职位名称 职责 

1 技术管理部 
公司科技信息收集、科技项目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资料

管理、研发平台建设管理、技术中心内勤管理等。 

2 技术研发部 
负责公司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科技成果转化，科研项

目的实施。 

3 426 研究所 新产品研发、炭材料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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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人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6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石墨电极接头锥螺纹参数

自动化测量装置 
ZL 201721814308.5 2017.12.22 

原始

取得 

7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石墨电极本体锥螺纹参数

自动化测量装置 
ZL 201721814326.3 2017.12.22 

原始

取得 

8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石墨电极端面自动打号装

置 
ZL 201721767005.2 2017.12.18 

原始

取得 

9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金属包覆型复合粉体电镀

装置 
ZL 201721767017.5 2017.12.18 

原始

取得 

10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电极连接标示定位器 ZL 201721767026.4 2017.12.18 
原始

取得 

11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通用式电极连接标示定位

装置 
ZL 201721767451.3 2017.12.18 

原始

取得 

12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石墨电极连续均匀冷却装

置 
ZL 201721767452.8 2017.12.18 

原始

取得 

13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石墨电极端面打号装置 ZL 201721767454.7 2017.12.18 
原始

取得 

14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自动控制纯度的制备石墨电极

用粉料生产系统 
ZL 201721690138.4 2017.12.07 

原始

取得 

15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检测石墨电极接头圆

锥外螺纹的螺纹环规 
ZL 201721690151.X 2017.12.07 

原始

取得 

16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测量石墨电极接头圆

锥外螺纹的专用测量环规 
ZL 201721690154.3 2017.12.07 

原始

取得 

17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石墨电极连接用轻便型力矩扳

手 
ZL 201721690156.2 2017.12.07 

原始

取得 

18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测量石墨电极圆锥内

螺纹的专用测量塞规 
ZL 201721691417.2 2017.12.07 

原始

取得 

19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制备石墨电极用粉料全自动生

产系统 
ZL 201721692204.1 2017.12.07 

原始

取得 

20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用于测量石墨电极圆锥内螺纹

的专用测量工装 
ZL 201721692211.1 2017.12.07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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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人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21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电极接头加工精度的

在线监测、反馈装置 
ZL 201721692223.4 2017.12.07 

原始

取得 

22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测量石墨电极接头圆

锥外螺纹的专用测量工装 
ZL 201721692225.3 2017.12.07 

原始

取得 

23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坩埚加工切刀 ZL 201520322869.8 2015.05.19 
原始

取得 

24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新型烧筐 ZL 201520323147.4 2015.05.19 
原始

取得 

25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整流变压器液体冷却系统

和液体冷却系统 
ZL 201520293340.8 2015.05.08 

原始

取得 

26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粉料下料装置及使用该下料装

置的粉料下料系统 
ZL201520293624.7 2015.05.08 

原始

取得 

27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搅拌器及使用该搅拌器的

圆盘给料机、挤压成型装置 
ZL 201520293661.8 2015.05.08 

原始

取得 

28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整流变压器液体冷却系统和液

体冷却系统 
ZL 201520294811.7 2015.05.08 

原始

取得 

29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一种混捏装置 ZL 201220686450.7 2012.12.13 
原始

取得 

30 开封炭素 实用新型 火花塞 ZL 201020609972.8 2010.11.17 
原始

取得 

31 

许昌开炭

炭素有限

公司 

实用新型 

一种炭素糊料气冷式快速冷却

系统 

 

ZL 201721815398.X 2017.12.22 
受让

取得 

32 

许昌开炭

炭素有限

公司 

实用新型 
一种温控式粉状物料电导率测

试装置 
ZL 201721690191.4 2017.12.07 

受让

取得 

33 

许昌开炭

炭素有限

公司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模拟浸渍沥青浸渍石

墨制品的装置 
ZL 201721692221.5 2017.12.07 

受让

取得 

34 鞍山开炭 实用新型 沥青沉降重相系统注入葱油延 ZL201820271086.5 2018.08.21 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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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人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热能新材

料有限公

司 

长系统运行周期的装置 取得 

2、非专利技术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拥有的非专利技术如下： 

序号 权利人 项目名称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1 
开封炭

素 

用国产煤系针状焦生产 Φ 600mm 超高功

率石墨电极 

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 
2009.05.14 9412009Y0744 

2 
开封炭

素 

AC 炉用 Φ 700mm 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的研

制 

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 
2013.05.08 9412013Y0911 

3 
开封炭

素 

煤系针状焦生产高性能 Φ 318mm 超高功

率石墨电极接头技术研究 

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 
2014.07.15 9412014Y1372 

4 
开封炭

素 

大电流双炉壳 DC 炉用 Φ 700mm 超高功率

石墨电极的开发与应用 

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 
2015.09.29 9412015Y1675 

5 
开封炭

素 
坩埚加工刀具 

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 
2017.04.25 9412017Y0514 

    3、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拥有的资质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生产经营所必要的

资质，具体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证书名称及编号 许可事项 有效期限 颁发机关 

1 开封炭素 
质理体系认证证书 

02818Q11091R0M  

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 

2018.8.30- 

2021.08.29 

北京中安

质环认证

中心 

2 开封炭素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02815E10219R1M 

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GB/T 

24001-2016/ISO 14001:2015 

2018.08.30- 

2021.05.10 

北京中安

质环认证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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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封炭素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02815S10170R1M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GB/T 28001-2011/OHSAS 

18001:2007 

2018.08.30- 

2021.03.11 

北京中安

质环认证

中心 

4 

鞍山开炭

热能新材

料有限公

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辽）WH 安许证字

[2017]1352 

危险化学品生产 
2017.06.05- 

2020.06.04 

辽宁省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5 

平顶山三

基炭素有

限责任公

司 

取水（豫 0401）字（2015）第

023 号 
取水许可 

2015.05.13- 

2019.09.29 

平顶山水

利局 

（三）开封炭素核心技术人员构成以及在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开封炭素

为维护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拟采取的保障性措施。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开封炭素核心技术人员构成及基本情

况如下，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动： 

序号 人员姓名 职称 学历 

1 郑建华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本科 

2 吴沣 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3 娄卫江 高级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4 路培中 高级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5 蔡闯 高级工程师 本科 

6 梁冉 工程师 研究生 

7 康进才 工程师 本科 

    开封炭素维护核心技术人员已采取的保障性措施： 

1、双方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 

经核查，开封炭素与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其中，

郑建华、路培中、梁冉、康进才与开封炭素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吴沣、

娄卫江、蔡闯与开封炭素签订了五年期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对核心技术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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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和要求、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规章制度、劳动

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及经济补偿等内容均

做出明确约定，从法律上保障核心技术人员的合法权利。 

2、对于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作出约束 

经核查，开封炭素与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书》，核心技术

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期为 2 年，期间核心技术人员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开封

炭素有竞争的业务，违反竞业禁止协议将支付违约金等。 

3、对于核心技术人员保密义务作出约束 

开封炭素与核心技术人员均签订了《保密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密信息范围、

保密期限、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 

综上，新型炭材料研究所为开封炭素内部研发机构的合称，相关研发成果

为开封炭素所有；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完全拥有其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资质；为

了维护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开封炭素已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

的劳动合同、竞业限制协议及保密协议，核心技术人员稳定。 

 

问题 3、预案显示，开封炭素存在未决诉讼。 

（1）请补充披露开封炭素未决诉讼的发生时间及背景，截至目前的进展情

况，对开封炭素未来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行必要的风险

提示。 

（2）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如是，

请详细说明相关情况，并结合经营模式分析说明开封炭素是否存在未来涉诉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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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开封炭素与 SANGRAF 未决诉讼的发生时间、背景、截至目前的进

展情况以及对开封炭素未来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 

1、开封炭素与 SANGRAF 未决诉讼的发生时间、背景以及截至目前的进展

情况 

2017 年 2 月 12 日，开封炭素与 SANGRAF INTERNATIONAL INC.（三姆

格拉芙国际公司）（以下简称“SANGRAF”）签订《SUPPLY AGREEMENT》（以

下简称“供货协议”），约定由开封炭素为 SANGRAF 生产 1500 吨的超高功率石

墨电极，并分批分次装运（FOB 中国港口）交付。货物单价为每吨 1950 美元，

合同总价 2,925,000 美元，付款条件为见单据发票后 120 日远期信用证付款。 

2017 年 4 月 27 日，开封炭素向 SANGRAF 发出了《终止合同的通知书》，

根据该通知书，开封炭素终止合同的原因如下：进口针焦短缺、国家环保督查巡

视力度加大生产受限严重、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等造成开封炭素产品严重短缺和

成本大幅提高。 

2017 年 8 月 4 日，SANGRAF 发出仲裁申请通知，要求开封炭素就解除合

同支付不低于 1554.00 万美元的违约赔偿金和承担仲裁费等。申请的仲裁地点在

美国纽约州。  

就前述仲裁申请，开封炭素已委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对仲裁申请

进行了回复。截至目前，该仲裁案处于答辩阶段。 

2017 年 9 月 12 日，开封炭素委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在开封市中

级人民法院向 SANGRAF 提起了确认不存在仲裁协议之诉，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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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受理了案件并出具了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为（2017）豫 02 民初字第 189 号）。

根据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向 SANGRAF 公告送达的文件，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定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开庭审理本案。截至目前，该案尚待开庭审理。 

2、开封炭素与 SANGRAF 未决诉讼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可能产

生的影响 

2018 年 11 月 15 日，开封炭素聘请的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代理律

师 出 具 《 关 于 中 国 平 煤 神 马 集 团 开 封 炭 素 有 限 公 司 与 SANGRAF 

INTERNARTIONAL Inc.（三姆格拉芙国际公司）的供货合同纠纷仲裁案法律意

见》。根据该法律意见，该案目前还处于答辩阶段，暂无法对开封炭素是否赔偿、

赔偿多少金额等相关事项做十分具体明确的判断，仲裁案件仲裁庭裁决时间预计

为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2017 年 2 月 12 日，在与 SANHGRAF 签署的供货协

议中，开封炭素并没有加盖公章，仅由开封炭素销售部门员工签字。由于开封炭

素在供货协议上没有加盖公章，供货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对开封炭素具有法律

约束力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确认公司与

SANGRAF 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即使纽约仲裁裁决 SANGRAF 胜诉的仲裁请

求部分，亦可能得不到中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依据代理律师的上述分析意见，开封炭素与 SANGRAF 未决诉讼对开封炭

素未来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二）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开封炭素未

来涉诉风险分析 

1、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正在进行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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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结果 案号 备注 

开封

炭素 

抚顺特殊

钢股份有

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11,223,096.21

元 

已调解，根据《民事

调解书》由抚顺特钢

分期偿还所欠货款

11,223,096.21 元 

（2018）

辽 0404

民初 288

号 

抚顺特钢已破产重整，开封炭

素剩余债权 9,081,347.41 元转

为股权，目前正在办理债转股

事宜 

开封

炭素 

东北特钢

集团大连

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2,999,617.15

元 

已调解，根据《民事

调解书》由大连物贸

分期偿还欠款

2,999,617.15 元 

（2018）

辽 0291

民初2553

号 

大连物贸已由法院裁定破产

清算，开封炭素正在申报债权

3,718,050.52 元（欠款及相应

利息） 

除上述两宗已调解诉讼及开封炭素与 SANGRAF 未决诉讼以外，截至本专

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正在进行中的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 

2、结合经营模式分析说明开封炭素是否存在未来涉诉的风险。 

经核查，开封炭素的销售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其中，近两年国外市场

客户占比约 30%。 

（1）开封炭素与海外主要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经核查，开封炭素与海外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封

炭素与海外主要客户一直以来合作良好，并未发生类似与 SANGRAF 的纠纷。 

（2）开封炭素海外销售涉诉比例低 

经核查，报告期内，除与 SANGRAF 正在进行的仲裁案件外，开封炭素不

存在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其它涉外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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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开封炭素已与海外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伙伴关系，除与 SANGRAF 正在进行的仲裁案件外，开封炭素在报告期内不

存在其它海外涉诉案件，因此，尽管开封炭素海外销售客户占比较大，但未来

产生与 SANGRAF 类似案件的风险较低。 

 

问题 4、预案显示，开封炭素“不存在对其持续生产经营或本次交易的实施

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立案侦查及违法违规事项”。请明确说明开封炭素报告期内是

否存在被有权部门立案侦查以及违法违规的情况，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关情况，

说明对开封炭素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

行必要的风险提示。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开封炭素已取得工商、国税、地税、

安全生产、环保等方面主管行政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 

2018 年 11 月 4 日，开封炭素出具《确认函》确认，开封炭素及其主要管理

人员不存在对开封炭素持续生产经营或本次交易的实施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立案

侦查及违法违规事项。 

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开封炭素出具的确认函，开封炭素报告

期内不存在被有权部门立案侦查以及违法违规的情况。 

  

问题 5、预案显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颁布多条环保限产政策，对开

封炭素所属行业带来了一定影响。 

（1）请补充说明开封炭素生产基地地理分布情况，并结合当地环保限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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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情况，补充说明开封炭素是否存在生产受限的风险，以及开封炭素拟采取的

应对措施。 

（2）请补充说明开封炭素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与实际产量的匹配性，以及相

关政策对开封炭素报告期内以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开封炭素生产基地地理分布情况，开封炭素是否存在生产受限的风

险，以及开封炭素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开封炭素生产基地地理分布情况及当地限产政策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生产基地地理分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目前生产经营情况 地理位置 是否生产受限 

开封炭素 正常生产经营 开封市 否 

平顶山三基炭素有限

责任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平顶山市 否 

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

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鞍山市 否 

许昌开炭炭素有限公

司 
正常生产经营 许昌市 否 

许昌开炭新材料有限

公司 
在建 许昌市 不适用 

河南开炭新材料有限

公司 
在建 许昌市 不适用 

    开封炭素及其子公司生产基地当地限产政策如下： 

为全力做好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以及河南省和开封市《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开

封市环保局制定了《开封市环保局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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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案》，经逐条比对该行动方案，炭素行业不在开封市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之列，不受当地限产政策的影响。 

《平顶山市 2018 至 2019 年秋冬季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实施方案》明确，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实施错峰生产的行业包括钢铁、焦化、铸造、

水泥、陶瓷、耐材、砖瓦窑、有色（氧化铝）、医药（农药）等 9 个行业共 222

家企业。炭素行业不在平顶山市 2018 至 2019 年秋冬季工业企业错峰生产规定的

行业之列，不受当地限产政策的影响。根据平攻坚[2018]239 号《平顶山市环境

污染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责成河南中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家企

业对存在环境立即整改的通知》（2018 年 7 月 25 日），要求平顶山三基炭素有限

责任公司的破碎生产线立即停产，2018 年 8 月 24 日前完成粉尘污染整治，验收

后方生产。平顶山三基炭素已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对石墨化生产线进行了关停，

并按期完成了对破碎生产线的粉尘污染整治，截至目前，平顶山三基炭素已采取

外协的方式替代了石墨化的生产工序，对平顶山三基炭素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河南许昌市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

重点行业全面执行特别排放限值。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全市钢铁、化工、有色、

水泥行业以及工业锅炉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未按期完成特别排

放限值改造的企业,依法实施停产整治。炭素行业不在许昌市 2018 至 2019 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规定的行业之列，不受当地限产政策的影

响。 

鞍山市不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专项核查意见 

 19 

行动方案》中限定的实施范围“2+26”城市之列，不受限产政策的影响。 

2、开封炭素在环保方面已采取的措施 

开封炭素已根据要求制定环保制度和措施，强化环保管理考核，加大环保设

备设施升级改造和运行管理，以满足环境保护要求。报告期内，开封炭素不存在

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开封炭素现有生产项目及技改项目都

已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评合格验收，开封炭素根据具体生产情况已经与有处理

废物相关资质的企业签订了相关的废物处置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废气 

主要是压型厂预碎中碎系统、返还料系统、配料系统、磨粉系统、混捏系统

粉尘，导热油炉废气等；焙烧厂中央焚烧炉废气、电极预热炉废气、石英砂系统

废气、抛丸废气、导热油炉废气等；石墨化厂石墨化废气，机加工厂接头加工废

气、本体加工废气。车间内生产粉尘均设置有袋式除尘器，除尘效率达 99%，处

理后粉尘实现达标排放。 

（2）废水 

开封炭素无工艺废水排放，排放的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生活废水经厂内化

粪池和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后，然后进行中水回用。 

（3）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产生单元 污染物 固废性质 处置措施 

压型厂 生碎 一般固废 入厂区返回料系统，加工后回用于生产 

焙烧厂 焙烧碎 一般固废 入厂区返回料系统，加工后回用于生产 

石墨化厂 
废冶金焦粉

末 
一般固废 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石墨制品厂家定期收购 

加工厂 石墨碎 一般固废 
入厂区返回料系统，加工后回用于生产；用于耐

火材料、电池负极材料及增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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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室 甲苯、喹啉 危险固废 
定期移交给河南省中环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处

置 

生产单位 废机油 危险固废 
定期移交给河南新乡龙博环保废物处理中心处

置 

    开封炭素产生的固废除一般固废全部回收利用外，危废主要是废矿物油和废

化学试剂。废矿物油主要包括废导热油和废机油，导热油根据油质鉴定结果定期

更换，每年约产生 1 吨。废化学试剂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化验室，使用甲苯、喹啉

做萃取剂，对沥青进行化验分析，每年产生量为 0.1 吨。 

开封炭素按照《河南省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南》要求，指定专人负责，

建立危废管理台账，设置单独的储存间，严格按照“三防”措施加强管理，并每

年定期进行转移。 

经核查，开封炭素已与下列公司签订特殊废物类处理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合同名称 有效期间 危废名称 
年预计量

（吨） 
受托方资质 

新乡市龙博环保

废物处理中心 

危险废物

处置合同

书 

2017 年 9 月 4 日至

2018 年 9 月 3 日 
废矿物油 2 

河南省危险

废物经营许

可证 

新乡市龙博环保

废物处理中心 

危险废物

处置合同

书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19 年 9 月 2 日 
废矿物油 7 

河南省危险

废物经营许

可证 

河南中环信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河南省危

险废物处

置合同书 

2018 年 3 月 9 日至

2019 年 3 月 8 日 

甲苯、喹

啉混合物 
0.15 

河南省危险

废物经营许

可证 

河南天辰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河南

中环信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危

险废物处

置合同书 

2017 年 3 月 9 日至

2018 年 3 月 8 日 

甲苯、喹

啉 
0.1 

河南省危险

废物经营许

可证 

河南天辰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河南

中环信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危

险废物处

置合同书 

2016 年 3 月 10 日

至 2017 年 3 月 9 日 

甲苯喹

啉、沥青

混合物 

0.115 

河南省危险

废物经营许

可证 

   （4）噪声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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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炭素主要噪声源为风机、压缩机、破碎机、振动筛、端面锯等，源强值

为 85~100dB（A）。经采取减振、隔音、消声等有效降噪措施后，本项目厂界噪

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4 类标准的

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开封炭素在环保方面获得的荣誉 

（1）国家级绿色工厂 

为持续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型，引领相关领域工业绿色转型，加快推动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了“绿色工厂”评选活动。开封炭素作

为炭素行业领军企业，积极创建“绿色工厂”，于 2018 年 11 月被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授予“国家级绿色工厂”荣誉称号。 

（2）河南省清洁生产示范企业称号 

开封炭素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工作，不断通过合理化和技术革新等方式开展清

洁生产工作，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在 2012 年获得了河南省清洁生产示范企业称

号，是国内第一家，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炭素企业获得此荣誉的单位。 

（二）开封炭素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与实际产量的匹配性，以及相关政策对

开封炭素报告期内以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经核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开封炭素主要环保设备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数量 原值（万元） 用途 运行情况 

1 焙烧中央焚烧炉 1 91.91 焚烧沥青烟 有效运行 

2 布袋除尘器 1 9.25 除尘 有效运行 

3 厂区排水 1 283.76 排水 有效运行 

4 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 1 28.50 处理污水 有效运行 

5 电动扫地车 2 7.80 降尘 有效运行 

6 废气在线监测基站 1 10.87 在线监测 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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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焚烧炉 1 489.93 焚烧沥青烟 有效运行 

8 风机 5 15.35 除尘 有效运行 

9 环隙脉冲袋式除尘器 4 104.42 除尘 有效运行 

10 环隙喷吹脉冲袋式除尘器 3 37.37 除尘 有效运行 

11 可燃气体探测器 2 7.57 测定气体含量 有效运行 

12 离心风机 2 5.09 除尘 有效运行 

13 脉冲布袋除尘器 1 9.83 除尘 有效运行 

14 脉冲袋式除尘器 8 138.62 除尘 有效运行 

15 脉冲单机除尘器 4 27.65 除尘 有效运行 

16 喷雾轴流风机 1 8.19 除尘 有效运行 

17 热交换装置 1 177.21 利用余热 有效运行 

18 污水处理站 1 18.76 处理污水 有效运行 

19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1 23.08 在线监测 有效运行 

20 烟气脱硝装置 1 265.81 脱硝 有效运行 

21 预除尘器 1 19.13 除尘 有效运行 

22 真空清扫吸尘器 1 10.19 清扫卫生 有效运行 

合计 45 1,790.29  

    报告期内，开封炭素环保投入情况与实际产量的匹配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环保固定资产投入 448 37.4 - 

环保费用投入 1,001 913 811 

合计 1,449 950 811 

实际产量（万吨） 2.71 3.11 2.61 

单位投入（万元/吨） 0.05 0.03 0.03 

报告期内，开封炭素环保单位投入分别为 0.05 万元/吨、0.03 万元/吨、0.03

万元/吨。 

开封炭素在报告期内对单位投入的环保费用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系 2017

年以来开封炭素环保设施的工程费支出和因产能扩张后费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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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报告期内，开封炭素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已根据要求制定环

保制度和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不受当地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政策的影响；

开封炭素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与实际产量相匹配，当地环保政策未对开封炭素报

告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对未来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问题 6、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存在业绩承诺相关安排，如否，请补充说

明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

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上

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 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

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

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预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摊薄上市公司当年每股收益的，上市公司应当提出

填补每股收益的具体措施，并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负责

落实该等具体措施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公开承诺，保证切实履行其义务和责任。 

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

资产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的，不适用本条前二款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

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是否采取业绩补偿和每股收益填补措施及相关具

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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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待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与交易对方进行补偿安排，并与负有补

偿义务的交易对方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相关情况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问题 7、请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补充说

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的具体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答复： 

2013 年 4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588 号）文件核准，上市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发行股份完成后，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国资委。 

本次交易前 60 个月内，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系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下的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河南省国资委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仍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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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预案披露，有关开封炭素的历史沿革以及是否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

其合法存续等情况尚未核查完毕。请补充披露上述核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核查

结果，如未完成的，请补充说明核查工作开展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并进行必

要的风险提示。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对开封炭素的历史沿革的核查工作尚未完

成，仍在进行中。截至目前，就开封炭素历史沿革，本所律师核查了开封炭素现

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档案、历次股权变动的股东会决议及相

关协议等相关资料，相关核查工作的开展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问题 9、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是否已取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

准，如尚未取得，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继续推进的相关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2018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

部、证监会令第 36 号）第六十六条规定：“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资产重组方案

前，应当将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国家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预审核，并

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出具意见。” 

第六十七条规定：“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方案经上市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应当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获得相应批准。属于本办法第七

条规定情形的，由国家出资企业审核批准，其他情形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

核批准。” 

第七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负责管理以下事项：（五）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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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不属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范围的事项。”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本次国有股东与所控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属于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范围，不属于国家出资企业负责管理的事项，而是需

要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及六十七条的规定，需要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重组

方案前，取得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预审核意见；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取得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出具的正式批准文件。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暂未取得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的预审核意见及正式批准文件。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审核工

作，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之后，履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审核程序。 

  

问题 10、预案显示，16 名交易对方中开封市三基信息咨询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开封三基”）为有限合伙企业。请补充披露开封三基的备案、合伙人及最

终出资人情况，并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补充说明本次交

易对方之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答复： 

（一）三基信息的备案、合伙人及最终出资人情况 

1、三基信息的备案情况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

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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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各类私募基金募集完毕，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三基信息为开封炭素的员工持股平台，所有合伙人均为开封炭素及其子公 

司员工，三基信息以全体合伙人缴纳的自有资金对开封炭素进行投资，不存在对 

外募集资金的情形，且未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签署过资产委托经营及管理的协议且

仅投资开封炭素。因此，三基信息不属于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2、三基信息的合伙人及最终出资人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三基信息的合伙人及最终出资人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额比例 

1 吴沣 有限合伙人 120.00 11.01% 

2 柴文彬 有限合伙人 53.25 4.89% 

3 王澍 有限合伙人 45.25 4.15% 

4 袁强 有限合伙人 41.25 3.78% 

5 陈敬全 有限合伙人 41.25 3.78% 

6 吕红兵 有限合伙人 41.25 3.78% 

7 葛瑾 有限合伙人 41.25 3.78% 

8 杨世文 有限合伙人 27.25 2.50% 

9 陈明 有限合伙人 25.80 2.37% 

10 余航 有限合伙人 21.80 2.00% 

11 李悦 普通合伙人 21.25 1.95% 

12 孙钢 有限合伙人 20.00 1.83% 

13 杨元直 有限合伙人 20.00 1.83% 

14 刘运平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15 张海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16 张梅先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17 陶文斌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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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曹煜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19 朱胜利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0 芦海涛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1 路培中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2 娄卫江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3 康进才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4 周浩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5 张胜恩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6 葛虹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7 张庆新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8 余全豪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29 李红涛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30 薛峰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31 程宏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32 袁慧耀 有限合伙人 18.55 1.70% 

33 高庆 有限合伙人 18.25 1.67% 

34 孙惠清 有限合伙人 17.25 1.58% 

35 陈应世 有限合伙人 15.30 1.40% 

36 刘喜斌 有限合伙人 15.30 1.40% 

37 曹斌 有限合伙人 15.30 1.40% 

38 王延军 有限合伙人 15.25 1.40% 

39 张向阳 有限合伙人 15.25 1.40% 

40 郭君 有限合伙人 13.25 1.22% 

41 夏丰 有限合伙人 12.25 1.12% 

42 刘玲枝 有限合伙人 11.35 1.04% 

43 李珅 有限合伙人 11.30 1.04% 

44 武岚岚 有限合伙人 10.25 0.94% 

45 高伟 有限合伙人 10.00 0.92% 

46 于世洋 有限合伙人 10.00 0.92% 

47 王志强 有限合伙人 8.25 0.76% 

48 张磊 有限合伙人 8.1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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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唐景伟 有限合伙人 7.25 0.67% 

50 贾庆远 有限合伙人 4.00 0.37%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情形的逐条对照结果：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 

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否存在相关

情形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否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是，但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详见下

文分析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

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否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

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否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

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否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

利益关系； 

是，但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详见下

文分析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

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否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否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

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

市公司股份； 

否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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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

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

司股份； 

否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否 

    具体分析如下：（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投资者不因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

而构成关联关系，河南省国资委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并不参与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安阳钢铁集团的日常经营活动。（2）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安阳钢铁集

团、金鼎煤化、河南投资集团内部决策相互独立，相互之间无重大影响。（3）近

五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一直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未发生过其他交易对方与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争夺开封炭素控股权的情况，其他交易对方无发生一致行动的

动机，无构成一致行动人的事实和行为，亦无一致行动人要达成的任何目标或结

果。（4）从开封炭素历次股东会文件来看，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安阳钢铁集团、

金鼎煤化、河南投资集团在对开封炭素行使股东权利时均依据自身情况独立判断

并各自独立表决，不存在相互委托投票、相互征求决策意见的情形，也未曾在开

封炭素的人员选举、股息分红、股份变动等重大决策事项上作出任何口头或书面

的一致行动安排，该等交易对方相互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交易对方外，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问题 12、你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对外披露《关于公司购买股权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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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公告》，拟购买开封炭素的控股子公司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开炭热能”）20%的股权，由于资产评估机构尚未出具评估报告，交易

金额尚未确定。 

（1）请结合预案中披露的开炭热能股权架构，补充说明上述交易的进展情

况，是否拟继续推进，公司前期筹划上述交易的具体原因以及与本次交易之间

的关系。 

（2）上述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聘任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聘任机构的名称、

聘任协议的签署情况等），截至目前相关资产评估机构所开展的具体工作及进

展。 

（3）请全面自查你公司针对上述交易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是否存在重大遗漏，如是，请及时补充更正。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收购开炭热能 20%股权的进展情况，是否拟继续推进，公司

前期筹划上述交易的具体原因以及与本次交易之间的关系。 

开炭热能系开封炭素的控股子公司，开封炭素持有开炭热能 60%股权，中钢

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开炭热能 40%股权；截至目前，上市公司上述

交易未有实质性进展，鉴于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开封炭素 100%股权，上市

公司拟终止上述购买开炭热能 20%股权的交易事项，并拟将终止购买开炭热能

20%股权事项与本次重组草案一并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市公司前期筹划上述交易的具体原因主要是：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

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极材料，需要向开炭热能采购针状焦作为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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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为稳固上市公司原料供应，同时增加投资收益，经上市公司与开封炭素磋商，

拟购买开封炭素持有的开炭热能 20%股权。 

（二）上述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聘任情况，截至目前相关资产评估机构所

开展的具体工作及进展。 

2018 年 9 月，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开始对开炭热能进行尽职调查，

在评估机构还未完成对开炭热能的现场尽职调查工作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即于

2018 年 11 月 4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意向性预案并终止上述资产评估事

项。截至目前，公司未与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也

未形成任何资产评估报告。 

（三）上市公司针对上述交易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

遗漏。 

经上市公司全面自查，上市公司针对上述交易的信息除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

的财务数据经审计有所调整外，其余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

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拟收购开炭热能 20%股权事项与本次交易

均系独立交易决策，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

未与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也未形成任何资产评

估报告；上市公司拟终止前述收购事项理由合理。 

（以下无正文，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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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本专项核查意见于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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