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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齐鲁华信”)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申

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工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查验发行人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分层管理办法》”)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

层挂牌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挂牌规则(试行)》”)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和相关规定就本次发行并挂牌所涉有关事宜，本所已出具《北京市通商

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出具《关

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问询函》(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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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问询函》”)，要求发行人律师对《问询函》的相关反馈问题进行核查

和发表意见。本所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出具《关

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查问询函》

(以下简称“《二轮问询函》”)，要求发行人律师对《二轮问询函》的相关反馈

问题进行核查和发表意见。本所根据《二轮问询函》的要求出具了《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出具《关

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补充问询意见的函》

(以下简称“《补充问询意见》”)。本所根据《补充问询意见》的要求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挂牌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另有明确

列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简称和词语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

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

行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

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挂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挂牌规

则(试行)》、《分层管理办法》、《编报规则第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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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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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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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发行人存在前五大客户细分类别明细销售金额前后披露不一致、研发投

入金额前后披露不一致、一笔涉及 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未披露、客户实际

控制人为公司专利发明人未披露等问题。 

请发行人：(1)补充修改并说明销售金额、研发投入金额前后披露不一致

的原因。(2)补充披露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行政处罚以及整改情况，被处

罚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3)补充披露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发明

人为赵克、王震宇的发明专利情况，说明二人作为发明人的原因及背景、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完整拥有相关专利的所有权，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发行人与天津真如、天津神能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天

津真如、天津神能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安排。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问题(1)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机

构、发行人律师对问题(2)(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全面核查公开发行说明书披露情

况，并发表结论性意见，说明是否已勤勉尽责，切实履行中介机构职责。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在首轮问询回复中发表“除已披露的行政

处罚外，自 2019 年起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再因安

全、环保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的意见是否准确、审

慎，回复时是否已就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行政处罚情况进行全面核查，

如已核查，说明未能督促发行人进行充分披露的原因，如未核查，说明是否

勤勉尽责，是否具备切实履行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中介责任；说明第

二轮问询回复中披露的中介机构提高工作质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整改措施是

否切实有效。 

问题回复： 

一、补充披露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行政处罚以及整改情况，被处罚

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误将发行人分支机构齐鲁华信大酒店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受到的一项行政处罚和 2018 年 4 月 27 日因筷子洗消设备不合格受到

的行政处罚相混淆(前者可以在互联网上检索到，后者虽然有书面行政处罚，

处罚类型为：“警告”，但无法在互联网上检索到)，误以为是同一处罚，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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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核对处罚具体内容，从而在之前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遗漏了一项行政

处罚。 

针对媒体报道的齐鲁华信大酒店因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被处罚一事，

经本所律师与发行人核实，2018 年 4 月 17 日，齐鲁华信大酒店因经营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被淄博市周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淄周)食药监食罚【2018】

3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其做出了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

0.5 元；并处 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因责任人担心受到公司处罚，私下缴纳了罚款，未向公司汇报。公司已

对相应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公司基于专注从事主营业务的考虑，截至目前，

齐鲁华信大厦已作为发行人办公场所自行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反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根据淄博市周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淄周)食药监食罚【2018】

3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处罚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齐鲁华信大酒店受到的上述处罚较为轻

微，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且淄博市周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淄博市周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单

位职责简介，其负责全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已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

出具《证明》，“发行人是我局辖区内企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证明出具

日，该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遵守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不存在违法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

过市场监管机关的重大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已就该行政处罚进行了补充核查，认为被处罚行为不构

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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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取了《周村区局 2018 年 4 月份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格，获取了(淄

周)食药监食罚【2018】3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相关的违法情况进行了全面网络检索； 

3、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取得了淄博市周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齐鲁华信大酒店因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受到的行政处罚涉案货值较

小，并能主动配合调查积极改正违法行为，所受处罚较为轻微，被处罚行为

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且发行人已完成相应整改。 

2、除发行人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已披露和本次补充披露的行政处罚外，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不存在其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二、补充披露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发明人为赵克、王震宇的发明

专利情况，说明二人作为发明人的原因及背景、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完整

拥有相关专利的所有权，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与天津真如、天

津神能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天津真如、天津神能及其

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

来或其他利益安排。 

(1)补充披露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发明人为赵克、王震宇的发明专

利情况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专利中，发明人包含赵克、王震宇的专利，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权利

人 
申请日 专利号 

专利

类别 
发明人 

1 

介孔 CuO-Fe2O3 复

合氧化物催化剂的

制备及在CO氧化中

的应用 

齐鲁

华信 

2007-10

-25 

ZL2007100

60012.3 

发明

专利 

袁忠勇、曹建亮、

王震宇、明曰信 

2 
催化裂化烟气脱硫

助剂的制备方法 

华信

高科 

2012-09

-28 

ZL2012103

71867.9 

发明

专利 

赵克、刘环昌、明

曰信、陈文勇、王

震宇、耿庆琳 

3 
亚微米级 ZSM-5 分

子筛的合成办法 

华信

高科 

2012-07

-19 

ZL2012102

51128.6 

发明

专利 

刘环昌、明曰信、

陈文勇、王震宇、

耿庆琳、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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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二人作为发明人的原因及背景、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完整拥有

相关专利的所有权，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王震宇和赵克创办的天津真如和天津神能为公司贸

易商客户，曾帮助公司开拓客户，为公司提供客户需求的技术方向。公司在

探索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形成知识产权。基于双方合作较好，公司在

申请前述专利时将王震宇和赵克列为了专利发明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三项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发

行人或其子公司。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相关专利的完整所有权。赵克和王

震宇不是公司的员工，作为专利发明人不属于职务行为。公司专利权属清晰，

不存在纠纷争议。 

(3)发行人与天津真如、天津神能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

送 

关于发行人对天津真如和天津神能相关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行人已经

在《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查问询函

的回复》中进行了回复说明。 

公司销售给天津真如、天津神能及其他客户的产品涉及 FE-ZSM-5 分子

筛、MNS-2 分子筛、ZSM-5 分子筛，具体定价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吨、元/吨 

年度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数量 单价 

2020 年 1-6 月 

FE-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6.00   46,017.70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0.95   57,470.71  

MNS-2 分子筛 

天津真如   

天津神能  435.47   35,398.23  

其他单位  1,007.16   32,258.79  

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27.51   21,238.94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1,271.32   31,686.57  

2019 年度 

FE-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75.08   37,658.51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32.52   40,377.88  

MNS-2 分子筛 

天津真如   

天津神能  61.82   32,743.36  

其他单位  340.25   33,5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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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数量 单价 

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151.26   21,168.00  

天津神能  0.75   21,238.93  

其他单位  3,479.00   30,467.84  

2018 年度 

FE-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260.11   41,769.26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0.02   51,724.00  

MNS-2 分子筛 

天津真如  32.42   25,000.00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0.49   27,445.45  

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40.00   21,120.69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1,792.98   35,162.37  

2017 年度 

FE-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326.17   40,846.33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MNS-2 分子筛 

天津真如   

天津神能  273.45   25,641.03  

其他单位  61.92   25,230.79  

ZSM-5 分子筛 

天津真如  46.32   19,233.08  

天津神能   

其他单位  583.31   28,209.66  

公司 MNS-2 分子筛向不同客户销售价格基本一致。FE-ZSM-5 分子筛、

ZSM-5 分子筛产品销售给天津真如的价格低于销售给其他客户，主要原因为：

①公司 FE-ZSM-5 分子筛主要客户为天津真如，其他客户销量较小，不具有

可比性；②公司向天津真如、天津神能销售 ZSM-5 系列产品价格较其他客户

偏低主要因为公司向其销售产品的量较小(占同类产品销售数量各年均低于

8%)、主要为成品的初级产品(其他客户需要公司根据具体的硅铝比、结晶度

等需求进行进一步加工)，且公司考虑到其为公司开拓终端客户的可能性而做

出一定让利，故销售给其的单价较低。 

除上述产品之外，公司销售给天津真如与天津神能的产品主要为定制产

品，同样产品不向其他公司销售，价格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公司与天津真如、

天津神能的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 

(4)天津真如、天津神能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

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安排 



 

9 

 

通过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走访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客户、获取对

方出具的无关联关系承诺函，以及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查发

行人董监高调查表、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报告期内银行流水，天

津真如、天津神能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异常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安排。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了发行人相关发明专利的权属证书，获取了发行人关于将王震宇

和赵克列为专利发明人的情况说明； 

2、获取了公司与天津真如、天津神能的交易情况，与相同产品对其他客

户的销售价格进行了比较； 

3、对天津真如、天津神能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

高进行了访谈； 

4、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走访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客户、获取对

方出具的无关联关系承诺函，以及核查发行人董监高调查表、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报告期内银行流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已就“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发明人为赵克、王震宇的发

明专利情况”以及二人作为发明人的原因及背景进行了补充披露，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完整拥有相关专利的所有权，专利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争议； 

2、发行人与天津真如、天津神能的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天

津真如、天津神能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异常资金往来等其他利益安排。 

三、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全面核查公开发行说明书披

露情况，并发表结论性意见，说明是否已勤勉尽责，切实履行中介机构职责。 

在发现相关信息和数据错误情况后，本所律师参与了保荐机构组织召开

的项目组成员、发行人及中介机构会议，对公开发行说明书披露情况进行了

多人、多轮的全面复核、交叉核对，并对错漏进行更正、统一。经核查，发

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公开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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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发行人律师已勤勉尽责，切实履行中介机构职责。 

四、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在首轮问询回复中发表“除已披露的

行政处罚外，自 2019 年起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再

因安全、环保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的意见是否准确、

审慎，回复时是否已就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行政处罚情况进行全面核

查，如已核查，说明未能督促发行人进行充分披露的原因，如未核查，说明

是否勤勉尽责，是否具备切实履行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中介责任；说

明第二轮问询回复中披露的中介机构提高工作质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整改措

施是否切实有效。 

(1)首轮问询回复前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在首轮问询回复中发表“除已披露的行政处罚外，自 2019 年起

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再因安全、环保等相关违法

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的意见时，已审慎核查：①发行人营业外支

出明细；②检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行政处罚公示平台、

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国

家外汇管理局外汇行政处罚信息查询平台、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公示平台、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双公示平台、淄博市应急管理局、淄博市自然资源局、淄博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等网络信息平台；③取得发行人出具的

关于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情况的说明；④就行政处罚事项访谈发行人相关

部门负责人；⑤访谈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并取得其出具的合规证明。在此基础

上得出上述结论。 

(2)未充分披露原因 

发行人律师在首轮问询回复中发表“除已披露的行政处罚外，自 2019 年

起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再因安全、环保等相关违

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的意见，是为了突出发行人针对各项行政

处罚暴露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整改，符合实际情况，并非刻意隐瞒 2018 年 4 月

齐鲁华信大酒店因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受到的行政处罚。 

发行人律师在回复时已就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行政处罚情况进行

全面核查，未督促发行人进行充分披露该次处罚的原因主要系：误将发行人

分支机构齐鲁华信大酒店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受到的一项行政处罚和 2018 年

4月27日因筷子洗消设备不合格受到的行政处罚相混淆(前者可以在互联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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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到，后者虽然有书面行政处罚，处罚类型为：“警告”，但无法在互联网

上检索到)，误以为是同一处罚，未仔细核对处罚具体内容，从而在之前披露

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遗漏了一项行政处罚。 

(3)整改措施是否切实有效 

针对第二轮问询回复中披露的中介机构提高工作质量、信息披露质量的

整改措施，本所律师已组织人手，全面梳理行政处罚事项，并进行了如下工

作： 

1、与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再次核查发行人营业外支出明细； 

2、全面检索核查发行人相关主管机构公示信息，包括：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中国海关企业进出

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查询平台、中国人民银

行行政处罚公示平台、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淄博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平台、淄博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双公示平台、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双公示平台、淄博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平台以及淄博市周村区

政府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平台等公示平台。 

3、整理发行人已取得的相关主管机关走访记录及其出具的证明； 

4、要求发行人进一步加强员工规则意识，加强员工对发行人内部控制制

度的学习和深入理解，强化员工对重大事项的及时汇报的意识； 

5、协助发行人拟定和完善行政处罚汇报制度。 

经上述核查措施，未发现发行人尚有其他重大行政处罚，第二轮问询回

复中披露的整改措施切实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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