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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众成非诉字[2017]第 23 号 

致：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委托，担

任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石股份”或“公司”）申请股

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股份公开

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德石股份本次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提供法律服

务并出具法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经于 2017年 7月 26日出具了《关于德州联合

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出具的《关于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和德石股份提供的相关

材料，本所律师对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

《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截至出具日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出具，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规定的理解和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发表法律意见。本

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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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有关规定及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德石股份申请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

转让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并依法

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德石股份为本次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未

经本所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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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国有股权的转让。2006 年 12 月，新星公司将持有的德石机械 19.96%

的股权转让给王坤玉，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及补充法律意见书，该次股权

转让系以协议方式进行转让，未在产权交易机构挂牌交易。请公司补充提供《关

于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企业退出国有股权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国石化财

[2006]421 号）等文件，说明并披露前述股权转让以协议方式进行是否已经取得

有权机关的批准或备案。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国有股

权转让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第二次反馈意见第一条） 

1、国有股权转让以协议方式进行是否已经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准或备案 

2004 年 2 月 1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下发的《企业

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经委、财政部第 3 号令）第十八条规定“经公

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可

以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 

2004 年 8月 2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于下发的《关于企业国有

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4]268 号）文件，第一条规定“在

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过程中，经国资监管机

构及相关部门确定列入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范围企业的资产处置，应当按照《关

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

改〔2002〕859号）及有关配套文件的规定执行。对于改制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按

规定进行各项支付的剩余部分，采取向改制企业的员工或外部投资者出售的，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具体交易方式可由所出资企业或其主管部门（单位）

决定”。 

国资发产权[2004]268 号文件后于国经委、财政部第 3号令出台，两部文件

同属于部门规章，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国资发产权[2004]268号文件适用效

力优先于国经委、财政部第 3号令。因此，对于改制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按规定进

行各项支付的剩余部分，采取向改制企业的员工或外部投资者出售的，具体交易

方式可由所出资企业或其主管部门（单位）决定。根据上述部门规章的规定，新

星公司（指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因改制企业剩余国有净

资产而形成的国有股权退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可以自主决定国有股权退出

时的具体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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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8 月 9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发《关于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

企业退出国有股权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国石化财[2006]421号），该文件依据《关

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

改【2002】859 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经委、财政部第 3

号令）、《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4】268 号）

等部门规章及《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改制分流实施意见》（中国石化企【2003】

174号）文件制定，该文件适用范围为纳入国资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联合批复的改制分流总体方案，及在改制时保留部分国有股权的改制企业。该文

件规定“对于转让方式，若受让方为原参加改制的职工，经中石化集团公司批准

后可按协议方式转让，若受让方涉及非参加改制职工，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

易机构进行公开转让”。因此，根据该文件的规定，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批

准的（包括列入清理整顿计划的）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企业退出其所持的国有股

权时，若受让方为参与改制员工，可按协议转让方式退出。 

而德石机械（指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2004年 6月 30日依据《关于

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改

【2002】859号）文件进行的改制，由中国石化新星公司德州石油机械厂（以下

简称“德州石油机械厂”）改制为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改制时保留了新

星公司所持有的 513万元国有股权，德石机械属于纳入国资委、财政部、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联合批复的改制分流总体方案及在改制时保留部分国有股权的改制

企业，其新星公司国有股权退出适用《关于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企业退出国有股

权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国石化财[2006]421 号）文件规定。本次新星公司所持

有的国有股权退出属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这

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形式，经过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关于下达对外投资和多种经营清理整第一批清退计划的通知》（中国石化财

【2006】334号）文件的审批，且本次国有股权转让履行了清产核资、资产评估，

评估结果备案等程序，受让方王坤玉为公司改制职工，国有股权退出以协议转让

方式符合《关于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企业退出国有股权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国

石化财[2006]421 号）文件关于协议转让的规定。 

2017 年 9月 18日，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确认函，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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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国有股权退出相关事项确认：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

司国有股权退出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发的《关于下达对外投资和多种经营

清理整第一批清退计划的通知》（中国石化财【2006】334 号）文件批复进行，

国有股权受让方为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内部改制员工，豁免在依法设立的

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公开转让，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了股权转

让款，该国有股权退出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本次国有股权转让完成后，新星公司根据《关于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企业退

出国有股权有关规定的通知》的要求，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履行了股权转让

备案手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对上述国有股权转让(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评估

结果、协议转让方式等事项)未提出异议，许可其备案。新星公司也对德石股份

（指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国有股退出的合法合规性出具了确认

函。 

综上，德石机械的国有股权转让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国有股权转让经过

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审批及备案，符合《关于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企业

退出国有股权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国石化财[2006]421 号）文件规定。 

2、国有股权转让的合法合规性 

本所律师认为，新星公司所持有的国有股权转让已经经过有权机关的批准

及备案，其以协议方式转让符合《关于原主体企业从已改制企业退出国有股权

有关规定的通知》（中国石化财[2006]421 号）文件规定。新星公司所持有的国

有股权退出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获得了有权机关的批准，且履行了清

产核资、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完成了公司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国有

股权转让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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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环保。根据公开转让说明及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公司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 万㎡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中 8 万㎡产品表面电镀项目属

重污染行业，该项目目前尚未正式生产，正在履行环评验收手续，排污许可证

尚待办理；子公司新疆德石机械有限公司石油装备制造项目厂房等建筑已建设

完毕，生产设备及其他辅助设施尚未配套完毕，未达到竣工条件，尚未进行环

评验收。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前述建设项目的环评验收、“三同时”验

收、排污许可证等手续的最新办理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前述事项，

并结合公司（含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及具体流程、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等核

查公司是否需要并已经办理排污许可证并发表明确意见。（第二次反馈意见第

二条） 

1、公司现有经营业务环保情况 

（1）公司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为钻具及钻具装备的生产销售、租赁、维修、工程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划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2017 年 1-3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占比

(%) 
营业收入 

占比

(%) 
营业收入 

占比

(%) 

钻具产品 18,517,728.46 64.39 71,299,543.54 40.14 126,331,190.48 59.90 

装备产品 5,864,411.12 20.39 45,052,189.45 25.37 36,987,527.76 17.54 

租赁及维修 4,368,477.38 15.19 55,385,436.99 31.18 46,650,026.13 22.12 

工程技术服务 6,603.77 0.02 5,873,252.61 3.31 943,396.23 0.45 

合计 28,757,220.73 100.00 177,610,422.59 100.00 210,912,140.60 100.00 

（2）工艺流程 

公司生产管理部门根据客户产品需求、公司产能负荷情况、产品加工精度要

求等因素，编制各种产品生产任务。公司根据生产任务将原材料根据要求下料，

并进行热处理，目的是进行加工前的调质，然后送到机加工车间进行加工。机加

工车间粗加工后，根据工艺要求再进行热处理（定形等），处理完毕再通过半精

加工、精加工工序进行散件成品加工。加工完毕后进行组装，装配完毕后进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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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喷涂处理，合格后入库。为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在自主生产的基础上，将生产

环节部分特定范围的加工工序如粗加工、半精加工、镀铬、喷涂、锻造等工序交

由外协厂商处理。 

公司现有业务污染物主要为Ⅰ、废水：该项目热处理工序冷却水和表面处理

工序清洗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较少，所产生的废水经过粪池处理后，

全部用于浇花，不外排。Ⅱ、废气：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表面处理工序喷涂

时产生的漆尘，该工序安装有油毡式除尘器，处理后的废气均达到排放标准，并

经 10 米高排气筒排放。各工序在生产过程中均有无组织排放颗粒物产生。Ⅲ、

噪声：主要是生产车间各种设备产生的噪声，以及通风系统风机等。主要治理措

施是采取基础减震、建筑物隔声等。Ⅳ、固废：下料工序、各机加工工序均产生

边角料和钢屑，产生总量为 1,200t/a，全部外售或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的产生

量为 38t/a，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公司制定了《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

环境保护内控制度，比较规范的建立了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组织、机制、方

式、方法。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环保、安全检查，详细记录环保、安全隐患、整

改情况及责任人执行情况。 

经核查公司环保文件与公司的生产情况，公司不存在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申报和处理情况，公司主要的生活垃圾由公司相关人员负责联系环卫部门进行

处理。公司生产过程中不存在禁止使用或重点防控的物质等。 

（3）现有业务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

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

知》（环办[2007]105 号），重污染行业包括：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

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采矿业、钢铁、水泥、电解铝。 

根据 2016 年 11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

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及 2017 年 7 月环保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5号）的规定，公司现有

主营业务为钻具及钻具装备的生产销售、租赁、维修、工程技术服务，不属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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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行业，亦不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现有生产

经营业务（即年产 2,580 台/套石油机械项目）已完成了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环

保验收以及配置污染处理设施的办理，建设项目符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环保手续合法、合规。公司及其子公司现有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不在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现有经营业务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相关规定要求，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2、公司尚未生产经营业务的环保情况 

（1）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万㎡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

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

知》（环办[2007]105 号）规定，公司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 万㎡产品

表面电镀生产项目属于国家环保总局界定的重污染行业。 

2015 年 8 月 29 日，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德环办字[2015]201 号《德州市

环境保护局关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4,000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万㎡

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该项目通过审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该项目取得了环评备案和环评批复，

并严格执行环评批复中规定的环保要求。废气治理：公司建有镀铬废气塔 1座、

酸/碱废气塔 2座、水幕+袋式除尘装置 1套。废水治理：公司建有镀铬废水处理

站 1座、酸碱度废水处理站 1座。噪声治理：公司采取了基础减振、建筑隔音措

施。固废治理：a、危险废物公司全部交由山东腾跃化学危险废物研究处理有限

公司处理，并严格采取防渗措施和管理措施。b、一般固废公司进行外售处理。c、

生活垃圾公司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公司配置的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正常。 

2017 年 4 月，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对公司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

其他 8万㎡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出具编号为德环监字 2017年第 0051号《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公司该项目已严格按照《德州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4,000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万㎡产品表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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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环保要求进行了落实。该项目废水符合《电

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2 标准，酸碱废水处理站出水所有监测

项目均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2 标准。锅炉废气符合

《山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3）表 2及鲁环函[2014]420

号文件要求，有组织排放废气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5标准，无组织排放废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山东省固定源大气颗粒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1996-2011）

表 3浓度限值。厂界噪音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表 3类标准要求。固体废物均委托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山东平福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公司已按照环评、初设和国家的有

关环保要求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体系，制定了相应的环保规章制度。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环评批复落实情况的结论，

“该项目执行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

同时’制度”。 

2017 年 9月 19日，公司取得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的

鲁环许字 N170037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排污单位名称：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北厂区），有效期：2017年 9月至 2017 年 12月。 

根据 2017年 7月 28日国家环保部下发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2017年版）》，公司电镀生产项目排污许可证实施时限为：专业电镀企业（含

电镀园区中电镀企业）、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处理设施 2017 年，其他 2020

年，适用排污许可行业技术规范为电镀工业。根据《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有关

负责人就<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中关于时间要求：“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

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全覆盖的要

求，根据‘水十条’、‘大气十条’的工作任务，明确规定，2017年率先对火电、

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石油炼制、化工、原料药、农药、氮肥、造纸、纺

织印染、制革、电镀、平板玻璃、农副食品加工等 15 个行业核发排污许可证，

其中造纸和火电两个行业的企业要求在 2017 年 6 月底前取到排污许可证，其他

13个行业在 2017年下半年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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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年 12月 23日国家环保部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环

水体[2016]186 号）的规定，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环境保护部确定的

期限等要求，确定本行政区域具体的申请时限、核发机关、申请程序等相关事项，

环境保护部制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依法按照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提交排污许可申请，申报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等，测

算并申报污染物排放量。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

按照国家环保部的进度要求，尚无针对公司电镀生产项目所处行业按照最新环保

政策开展排污许可证的具体政策出台，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根据现行政策为公司核

发排污许可证，待相关制度明确后，进行排污许可证的换发或续期。 

根据公司年产 4,000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万㎡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环评批

复及监测结果，对比 2017 年 9月 12日国家环保部发布的《关于发布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的公告》及《排污许可证管

理暂行规定》（环水体[2016]186 号）的规定，该项目排污许可证的换发或续期

不存在障碍。 

2017 年 6 月 22 日，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证明》：“自 2015 年 1 月 1

日以来，未发现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2017 年 9 月 18 日，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证明》：“关于德州联合石

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其它 8 万㎡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

已经按照国家法律履行了环评批复、监测等手续，严格执行了“三同时”制度，

因该项目正在试生产，整体尚未达到办理环保验收条件，该项目建设情况符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万㎡产品表

面电镀生产项目已根据建设进程办理相应环保手续，目前尚未正式生产，正在履

行环评验收手续，符合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经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站监测，该项目已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建设完备并能够正常运行，

各种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已取得主管部门核发的排污许可证，公司办理环

评验收不存在障碍。公司该项目未完成环评验收的情况不会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

障碍。 



    

                                 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补充法律意见书 

11 
 

（2）子公司新疆德石机械有限公司石油装备制造项目 

2013 年 7 月 9 日，昌吉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新疆德石机械有限公司石

油装备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经现场勘察及局务会研究，同意新疆

德石机械有限公司石油装备制造项目建设。”  

新疆德石石油装备制造项目投产后主营业务为石油钻井工程所使用的钻具

产品、装备产品等专用设备的销售、租赁、维修及石油钻井工程技术服务，其不

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令第 45号）中，目前及投产后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 

同时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5 号）第五条“本名录第一至三十二类行业以外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本名录第三十三类行业中的锅炉、工业炉窑、电镀、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等通用工序的，应当对通用工序申请排污许可证。”

新疆德石拟配置 1 台 4t/h 卧式燃气承压热水锅炉，用于生活取暖使用，其锅炉

使用范围不属于第三十三类行业“初级塑料或者原状塑料的生产、合成橡胶制造、

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陶瓷纤维等特种纤维及其增强的复合材料的制造等”

实施重点管理行业。因此，新疆德石石油装备制造项目目前及投产后，无需办理

排污许可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第三条 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是指建设项目竣工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规定，依

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结果，并通过现场检查等手段，考核该建设项目是否

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活动。”、“第九条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有审批

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新疆德石项目厂房等建筑已建设完毕，生产设备及其他辅助设

施尚未配套完毕，该项目尚未建设完毕，未达到竣工条件，且未从事生产经营，

因此尚未进行环评验收，亦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符合现有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该项目作为在建项目，未进行生产经营，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中应当根据

相关法规规定办理项目环评批复、环保验收的情况。 

2017 年 7 月 21 日，新疆三工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文件，自 2015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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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来，新疆德石机械有限公司不存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及规章而被处罚的情形。 

2017 年 7月 24日，新疆昌吉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文件，新疆德石机械有

限公司在 2015年至 2017 年期间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并能够接受环

保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子公司新疆德石石油装备制造项目作为在建项目，已

根据建设进程办理相应环保手续，尚未达到办理环评验收的条件，无需办理排污

许可证，符合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项目尚未办理环评验收的情况不

构成德石股份本次挂牌的法律障碍，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3）相关承诺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 万㎡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及新疆德石机械有限公司石油

装备制造项目环评办理事宜，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符合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如公司在上述问题遭受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罚款、限期改正、补缴欠缴数额、

缴纳滞纳金）的情形出现或者有关当事人要求赔偿、补偿或者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和正常经营造成损失，将以连带责任方式以现金全额补偿公司的损失以及其他费

用，确保公司利益不受影响，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生产经营业务已按照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

规完成了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环保验收以及配置污染处理设施的办理，合法合

规。公司年产 4,000 吨螺杆转子及其他 8 万㎡产品表面电镀生产项目及新疆德

石石油装备制造项目已根据建设进程办理相应环保手续，未完成环评验收的情

况不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障碍。 

以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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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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