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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的委托，作为其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

称“本次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在发表法律意见之前，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挂牌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和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授权或批准、主体资格、实质条件、公司设立、独立性、主要股东、

股本及其演变、业务、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主要财产、重大债权债务、重大资

产变化及并购、公司治理、税务、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质量标准、劳动社保、

涉诉及守法情况等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和说明。 

2、公司已向本所作出承诺，承诺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保证其所提供的文

件材料和所作的陈述是真实的、完整的；文件原件上的签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

副本及复印件与正本和原件一致，并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3、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有关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本

次挂牌所涉及的各方或有关具有证明性质的材料发表法律意见。 

4、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挂牌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的会计、

GoldenlandLawFirm 

300457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场东路 20 号滨海金融街 E4C6 层 

No.E4C6, Binhai Financial Center,TedaDistrict,Tianjin 300457 

Tel：+8622 59810066  Fax：+8622 59810068 

 



高地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审计、资产评估、财务分析、盈利预测、投资决策、业务发展等其他非法律事项

和专业报告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对上述非法律专业报告或独立董事意见中

的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挂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挂牌申请相关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

料一起申报或予以披露，并依法对法律意见书的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本次挂牌的其他申报材料中引用，或根据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审核要求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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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挂牌所涉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释义 

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的含义为： 

公司、股份公司、裕丰碳素 指 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裕丰有限 指 天津裕丰碳纤维产品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前身 

隆通碳纤维、控股子公司 指 内蒙古隆通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 

合兴碳化工 指 天津合兴碳化工有限公司 

丰亿化工 指 天津丰亿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丰益国际 指 丰益（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修订）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9 修正）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

基本标准指引》 

《治理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管理暂行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2017 修正） 

《重组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 

《主办券商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管理办法

（试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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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滨海新区 指 天津市滨海新区 

开发区 指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监局 指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市监委 指 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环境局 指 生态环境局 

安监局 指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人社局 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融证券 指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拓 指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中天华 指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报告》 指 永证审字（2021）第 146136 号《审计报告》 

报告期 指 2019 年、2020 年 

元 指 人民币元 

正文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1、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决议：《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以集合竞价转

让方式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以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聘请主办券商负责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的议案》

等本次挂牌相关议案，并同意召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上述议案提

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2021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全部议案，其中《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以集合竞价转让方式公开转让的议案》的有效期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挂牌

的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和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有关本次挂牌事宜的授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除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的审查同意外，本次挂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1、公司系发起人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于 2019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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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发起人为合兴碳化工、遇秉武、张峰、赵旭、王胜友、

李海亮、陈秀芝、罗玲玲、高铭、项张军、骆海萍、宋军、董伯岐、孙彩云、宋

歌、李亚文、白景旺。（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 

2、公司现持有滨海新区市监局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120116086556658J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4,015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遇秉武，住所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规划路以东，南堤路以南，

经营范围为碳纤维、锂电池负极材料、活性炭纤维、球形活性炭、电极粘结材料

的生产、研发、销售；纤维纺丝设备研发、制造；设备租赁；木材、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五金电料、化工产品（危险品、易制毒品、剧毒品除外）、塑料批发

兼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项目除外）。  

3、根据公司章程并经核查，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因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

需要解散、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因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依当时适用之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具有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对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进行了逐项审查。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经核查，公司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1）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

无须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政府授权机构关于国有股权设置的批复文件；

（2）公司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无须取得商务部门出具的设立批复或备案文件；

（3）公司不属于《公司法》修改前（2006年 1月 1日）前设立的股份公司，无

须取得国务院授权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

公司的设立”） 

2、经核查，公司股东的出资合法、合规，出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当时适用之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1）公司未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

产出资，不涉及评估作价、核实财产、明确权属、完成产权转移手续问题；（2）

公司无国有资产出资，不涉及遵守国有资产评估有关规定的问题；（3）公司注

册资本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情形。（详见本法律意见书 “七、公司的股本及

其演变”） 

3、经核查，有限公司按改制基准日（2019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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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额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未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未根据资产评估结

果进行账务调整，以改制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额为依据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存续期间从有限公司成立之日（2013 年 12 月 16 日）起计算，已存续两个以上

完整会计年度。公司申报财务报表最近一期截止日不早于股份公司成立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

（一）项之规定。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经核查，公司能够明确、具体地阐述其经营的业务、产品或服务、用途

及其商业模式等信息。公司主营业务为沥青基碳纤维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永证审字（2021）第 146136 号《审计报告》，报告期各期（2020年度、2019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2,300,688.74元、6,387,642.66 元，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0%、100%。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明确，且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应的关键资源要素，该要素组成具有投入、

处理和产出能力，能够与商业合同、收入或成本费用等相匹配。 

3、经核查，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包括现金流量、营业

收入、交易客户、研发费用支出等。营运记录满足以下条件：（1）公司在每个

会计期间内形成与同期业务相关的持续营运记录；（2）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的营业收入累计达 18,688,331.40 元，不低于 1,000 万元；（3）报告期末，股

本 4,015 万元，不少于 500 万元；（4）报告期末，每股净资产不低于 1 元/股。 

4、经核查，公司在可预见的将来，有能力按照既定目标持续经营下去。公

司不存在以下情形：（1）依据《公司法》规定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

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

经营>应用指南》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或情况；（3）其他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之规定。 

（三）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

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制定了较为

完备的公司治理制度，并有效运行，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1）公司依法建立“三会一层”，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等规定制定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融资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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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

任追究制度》、《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等，建立全面完整的公司治理制度；（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四、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2）公司“三会一层”按照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报告期内，有限

公司阶段遵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四、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3）公司董事会已对报告期内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进行讨论、评估：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行

评估的议案》，对公司的治理机制进行了讨论、评估，确认公司已建立并逐步健

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也不断完善并已得到有效运行。公司将根据公

司业务发展和内部机构调整的需要，及时补充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使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不断改进、充实和完善，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4）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

格，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且不存在以下情形：①最近 24 个

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

者被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认定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②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员工”） 

（5）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依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

定履行审议程序，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

者其他资源的情形。（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2、经核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依法开展经营活

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法合规，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刑事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以下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①受刑事处罚；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②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

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高地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3）已取得必要的主管部门的审批，具备必要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

等。（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业务”） 

（4）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下属子公司，在申请挂牌时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十九、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5）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业务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以及环保、质量、安全等要求。下属子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建设项

目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以及配置污染处理设施。（详见本法律意见

书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质量标准”） 

（6）公司财务机构设置及运行独立且合法合规，会计核算规范：①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能够独立开展会计核算，作出财务决策；②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及内控制度健全且得到有效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符合《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③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财务报表及附注不存在虚假记

载、重大遗漏以及误导性陈述。公司财务报表已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④公司不存在以下应认定财务不规范的

情形：公司申报财务报表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导致重

要会计政策适用不当或财务报表列报错误且影响重大，需要修改申报财务报表；

因财务核算不规范情形被税务机关采取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且未规范；其他财务

信息披露不规范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之规定。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经核查，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

特别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股东或实际支配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

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1）公司股东不存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2）申请挂牌前不存在国有股权转让而应遵守国有资

产产管理规定的情形；（3）申请挂牌前不存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而应遵

守商务部门规定的情形。（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六、公司

的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 

2、经核查，公司股票发行和转让已履行必要的决策、批准程序：（1）公司

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而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

开发行证券的情形；（2）公司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和《业务规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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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 

3、经核查，公司未曾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进行融资及股权转让，

不涉及在挂牌前完成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摘牌手续问题。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

规则》第 2.1条第（四）项之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1、经核查，公司与国融证券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由国融

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2、经核查，主办券商已完成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对公司符合挂牌条件发

表独立意见，并出具推荐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聘请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之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挂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实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股份公司，系裕丰有限以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

体变更而来。股份公司的前身裕丰有限的设立情况、控股子公司设立情况，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股份公司的设立 

股份公司，系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由合兴碳化工、

遇秉武、张峰、赵旭、王胜友、李海亮、陈秀芝、罗玲玲、高铭、项张军、骆海

萍、宋军、董伯岐、孙彩云、宋歌、李亚文、白景旺为发起人，于 2019 年 9 月

5日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具体如下： 

1、2019 年 8 月 19 日，永拓出具京永审字（2019）第 146179 号《审计报

告》：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裕丰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39,614,890.13

元。 

2、2019 年 8 月 20 日，北京中天华出具中天华资评报字[2019]第 1498 号

《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9 年 7月 31日，裕丰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40，046，

131.48 元。 

3、2019 年 8 月 20 日，裕丰有限执行董事审议通过《关于天津裕丰碳纤维

产品有限公司以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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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年 8 月 21 日，裕丰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天津裕丰碳纤维产

品有限公司以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5、2019年 8月 21日，裕丰有限股东合兴碳化工、遇秉武、张峰、赵旭、王

胜友、李海亮、陈秀芝、罗玲玲、高铭、项张军、骆海萍、宋军、董伯岐、孙彩

云、宋歌、李亚文、白景旺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发起人协议书》，发起人以裕

丰有限股权所代表的净资产出资，认缴股份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发起人基本情况为： 

发起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国籍 住所 

合兴碳化工 91120116741383539J 中国 天津市滨海新区 

遇秉武 23010819671229**** 中国 天津市塘沽区 

张  峰 12010719620418**** 中国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赵  旭 15270119810915**** 中国 天津市滨海新区 

王胜友 13022819690520**** 中国 内蒙古赤峰市 

李海亮 15042619810305**** 中国 天津市宝坻区 

陈秀芝 12022419570321**** 中国 武汉市江汉区 

罗玲玲 42010319620716**** 中国 天津市河东区 

高  铭 12010219710307**** 中国 杭州市萧山区 

项张军 33012119700827**** 中国 天津市滨海新区 

骆海萍 12010719800930**** 中国 河北省遵化市 

宋  军 13022819710124**** 中国 天津市宝坻区 

董伯岐 12022419670105**** 中国 山东省平度市 

孙彩云 23260119781128**** 中国 天津市宝坻区 

宋  歌 12022419960921**** 中国 天津市滨海新区 

李亚文 23010719520920**** 中国 天津市宝坻区 

白景旺 12022419621007**** 中国 天津市滨海新区 

6、2019 年 8 月 21 日，股份公司（筹）向全体发起人发出关于召开股份公

司创立大会暨 2019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7、2019 年 8 月 30 日，永拓出具京永验字（2019）第 210025 号《验资报

告》：截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止，股份公司（筹）之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

议、章程之规定，以其拥有的有限公司经评估净资产人民币 40,046,131.48 元，

作价 39,614,890.13 元，其中 3,650.00 万元折合为股份公司（筹）的股本，股

份总额为 3,65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缴纳注册资本人民币 3,650.00

万元整，余额 3,114,890.13 元作为资本公积。本次出资完成后，股份公司股本

结构为： 

 发起人 
认缴股本（万

股） 

实缴股本（万

股）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合兴碳化工 2,444.5 2,444.5 66.97 净资产 

2 遇秉武 84.95 84.95 2.33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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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  峰 219 219 6.00 净资产 

4 赵  旭 182.5 182.5 5.00 净资产 

5 王胜友 146 146 4.00 净资产 

6 李海亮 109.5 109.5 3.00 净资产 

7 陈秀芝 91.25 91.25 2.50 净资产 

8 罗玲玲 80.3 80.3 2.20 净资产 

9 高  铭 54.75 54.75 1.50 净资产 

10 项张军 36.5 36.5 1.00 净资产 

11 骆海萍 36.5 36.5 1.00 净资产 

12 宋  军 36.5 36.5 1.00 净资产 

13 董伯岐 36.5 36.5 1.00 净资产 

14 孙彩云 36.5 36.5 1.00 净资产 

15 宋  歌 27.375 27.375 0.75 净资产 

16 李亚文 18.25 18.25 0.50 净资产 

17 白景旺 9.125 9.125 0.25 净资产 

合计 3,650 3,650 100 净资产 

8、2019 年 9 月 5 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9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工作报告》、《关于天津市裕

丰碳素有限公司设立费用情况的报告》、《关于设立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

司并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事宜的议案》、《关于<天津市裕丰碳素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发起人以有限公司净资产作价抵作股款的

审核报告》、《关于选举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关于选

举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 

9、2019年 9月 5日，滨海新区市监局向股份公司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086556658J 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设立过程中有关资产评估、验资已履行必要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创立大会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股份公司设立（改制）时的验资及股东纳税 

1、经核查，股份公司设立时，永拓已出具京永验字（2019）第 210025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9年 8月 21日止，股份公司（筹）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

议、章程规定，以其拥有的有限公司经评估净资产人民币 40,046,131.48元，作

价 39,614,890.13 元，其中 3,650.00 万元折合为股份公司（筹）的股本，股份

总额为 3,65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缴纳注册资本人民币 3,650.00万

元整，余额 3,114,890.13元作为资本公积。股份公司设立，构成整体变更设立。 

2、经核查，本次整体变更不涉及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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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个人所得税缴纳问题。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业务独立 

1、根据公司及股东确认并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沥青基碳纤维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公司股东目前没有投资或从事其他与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

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同业竞争的情形。（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2、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公司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报告

期内与关联方无《审计报告》未披露的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不存在需要

依靠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才能经营获利的情形，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

联交易事项。 

3、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司自主决策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依赖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决策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 

（二）资产完整 

1、根据《验资报告》并经核查，公司设立及历次增资的出资均已缴足；公

司取得的资产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公司资产由其股东占有、使用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的资产与其股东的资产权属混同的情形。 

2、经核查，股份公司拥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完整的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

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知识产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公司的主要财

产”） 

3、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确认，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

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

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的情形。（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三）人员独立 

1、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书、工资表、社保

缴费凭证、社会保险单位参保缴费明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等资料并经核查，公

司与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建立劳动关系，独立发放薪酬。 

2、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并领取报酬，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或领取报酬。财务人员也

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的情形。（详见本法

律意见书“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3、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选举和聘任，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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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形。（详见本法律意见

书“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四）机构独立 

1、经核查，公司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机构，依法

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四、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2、经核查，公司已建立完整的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责，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不存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干预其独立履行职能的情形。 

（五）财务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公司在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新区支行开设了独立的基本存款账户，账户编号：J1100042355003。公

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将资金存入股东账户的情形。 

2、根据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纳税申报表，公司持有滨海新区市监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20116086556658J的《营业执照》，依法独立纳税, 

不存在与股东混合纳税的情形。 

3、经核查，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配备专门的财务人员。公司按

照有关会计制度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建立独立、规范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

会计管理制度，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机构、人员、业务、资产与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开。公司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具有独立、

完整的业务体系，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发起人 

经核查，合兴碳化工、遇秉武、张峰、赵旭、王胜友、李海亮、陈秀芝、罗

玲玲、高铭、项张军、骆海萍、宋军、董伯岐、孙彩云、宋歌、李亚文、白景旺

等 17 名发起人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签订《发起人协议书》，以合计持有的裕丰

有限净资产 3,650万元认缴股份公司发行的全部股本 3,650 万股。 

1、发起人：合兴碳化工 

天津合兴碳化工有限公司，现持有滨海新区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120116741383539J 的《营业执照》，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为 2002年 9月 17日，住所为天津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嵩山路 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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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袁越，营业期限为 2002 年 9 月 17 日至

2022年 9月 16日，经营范围为偏硼酸钡、偏硅酸钠（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及

药品除外）生产；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机电产

品、塑料批发兼零售；相关的咨询服务；二萘酚（药品除外）的生产、销售；自

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经营项目除外；无储存设施经营；萘、煤

焦沥青、乙醇[无水]***；货运代理及多式联运代理服务；装卸搬倒。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合兴碳化工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类型 

天津丰亿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 100 企业法人 

合计 3,000.00 100 - 

2、发起人：遇秉武等 16 名自然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1 遇秉武 男 中国 23010819671229**** 天津市滨海新区 

2 张  峰 男 中国 12010719620418**** 天津市塘沽区 

3 赵  旭 男 中国 15270119810915****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4 王胜友 男 中国 13022819690520**** 天津市滨海新区 

5 李海亮 男 中国 15042619810305**** 内蒙古赤峰市 

6 陈秀芝 女 中国 12022419570321**** 天津市宝坻区 

7 罗玲玲 女 中国 42010319620716**** 武汉市江汉区 

8 高  铭 男 中国 12010219710307**** 天津市河东区 

9 项张军 男 中国 33012119700827**** 杭州市萧山区 

10 骆海萍 女 中国 12010719800930**** 天津市滨海新区 

11 宋  军 男 中国 13022819710124**** 河北省遵化市 

12 董伯岐 男 中国 12022419670105**** 天津市宝坻区 

13 孙彩云 女 中国 23260119781128**** 山东省平度市 

14 宋  歌 女 中国 12022419960921**** 天津市宝坻区 

15 李亚文 女 中国 23010719520920**** 天津市滨海新区 

16 白景旺 男 中国 12022419621007**** 天津市宝坻区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起人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的资格；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起人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合法、有效。 

（二）股东 

股份公司成立后，股份发生以下变动：（1）2020 年 8月，公司非公开定向

发行股票 365万股，发行对象为自然人洪奕坚；（2）2020 年 9月，股东董伯歧

将 36.5 万股股份转让给自然人张念杰，股东孙彩云将 36.5万股股份转让给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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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友，股东张峰将 18.25 万股股份转让给股东高铭，股东王胜友将 3.65 万股

股份转让给股东高铭；（3）2020 年 12 月，股东陈秀芝将 30.25 万股股份转让

给自然人许嘉全，股东宋歌将 27.375 万股股份转让给自然人刘园园、李玉芳。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股东为合兴碳化工、遇秉武、洪奕坚、张峰、

赵旭、王胜友、李海亮、罗玲玲、高铭、陈秀芝、项张军、骆海萍、宋军、张念

杰、许嘉全、李亚文、李玉芳、刘园园、白景旺等 19名。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住所 

1 合兴碳化工 91120116741383539J 天津市滨海新区 

2 遇秉武 23010819671229**** 天津市滨海新区 

3 洪奕坚 35058319690324**** 天津市塘沽区 

4 张  峰 12010719620418**** 天津市塘沽区 

5 赵  旭 15270119810915****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6 王胜友 13022819690520**** 天津市滨海新区 

7 李海亮 15042619810305**** 内蒙古赤峰市 

8 罗玲玲 42010319620716**** 武汉市江汉区 

9 高  铭 12010219710307**** 天津市河东区 

10 陈秀芝 12022419570321**** 天津市宝坻区 

11 项张军 33012119700827**** 杭州市萧山区 

12 骆海萍 12010719800930**** 天津市滨海新区 

13 宋  军 13022819710124**** 河北省遵化市 

14 张念杰 12010719940905**** 天津市滨海新区 

15 许嘉全 12010719600923**** 天津市塘沽区 

16 李亚文 23010719520920**** 天津市滨海新区 

17 李玉芳 12022419570626**** 天津市宝坻区 

18 刘园园 41272219870110**** 天津市滨海新区 

19 白景旺 12022419621007**** 天津市宝坻区 

经核查，上述公司股东不存在且不曾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

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

具备担任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公司非自然人股东合兴碳化工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不存在私募基金备案问题。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 216条（二）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

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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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

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的股东。 

经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合兴碳化工直接持有公司 2,444.5 万股，

占股份公司股本总额的 60.88%。合兴碳化工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相关的认定依

据充分、合法合规。 

2、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法》第 216条（三）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经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控股股东合兴碳化工是丰亿化工的全资子

公司，自然人遇秉武、袁越合计持有丰亿化工 100%股权。自然人遇秉武、袁越系

夫妻关系，通过投资关系可支配股份公司 63%股权，包括以合兴碳化工持有股份

公司 60.88%股权，以遇秉武持有股份公司 2.12%股权。据此，自然人遇秉武、袁

越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认定依据充分、合法合规。 

 

 

 

 

 

 

 

 

 

 

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公司股本及其演变 

1、裕丰有限设立 

2013 年 11 月 21 日，滨海新区工商局出具（滨海）登记内名预核字[2013]

第 108601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企业名称“天津裕丰碳纤维产品有

限公司”获核准。 

60.88% 

50% 

丰亿化工 

合兴碳化工 

100% 

遇秉武 

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袁越 

100% 

5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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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6 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住所为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

区轻一街以南，纺四路以西轻纺大厦 124室（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为遇秉

武，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碳纤维、锂电池负极材料、活性炭纤

维、球形活性炭、电极粘结材料的生产、研发、销售；纤维纺丝设备研发、制造；

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电料、化工产品（危险品、易制毒品、剧毒品

除外）、塑料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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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津宏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津宏昌验字（2013）1238号《验

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12 月 16 日，有限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首

期出资合计 1,000万元。 

经核查，本次设立相关的工商登记等手续办理完毕。设立时，有限公司股权

结构如下：（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合兴碳化工 4,500 90.00 900 货币 

遇秉武 500 10.00 1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1,000 - 

2、2018年缴资 

根据山东立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鲁立源会验字[2019]第 005号

《验资报告》，2018年 1月 31日，股东合兴碳化工向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900万

元，本次实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合兴碳化工 4,500 90.00 1,800 货币 

遇秉武 500 10.00 1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1,900 - 

3、2019年减资及缴资 

2019 年 4月 16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减少注册资本 2,000万元，注册资

本由 5,000 万元减至 3,000万元。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同比例减少注册资本，其中

合兴碳化工减少注册资本 1,800 万元，遇秉武减少注册资本 200万元。 

根据山东立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鲁立源会验字[2019]第 005号

《验资报告》，2019年 6月 14日，股东合兴碳化工向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900万

元，股东遇秉武向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200万元。 

经核查，本次减资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变动后，有限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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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兴碳化工 2,700 90.00 2,700 货币 

遇秉武 300 10.00 300 货币 

合计 3,000 100.00 3,000 - 

4、2019年增资 

2019 年 6月 26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 650万元，注册资本

由 3,000 万元增至 3,65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王胜友等 10 名自然人及原股东

遇秉武认缴，原股东合兴碳化工不参与本次增资，具体如下：（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出资方式 

遇秉武 3.95 货币 

王胜友 146.00 货币 

赵  旭 109.50 货币 

罗玲玲 80.30 货币 

李海亮 73.00 货币 

高  铭 54.75 货币 

项张军 36.50 货币 

骆海萍 36.50 货币 

董伯岐 36.50 货币 

宋  军 36.50 货币 

孙彩云 36.50 货币 

合计 650.00 - 

经核查，本次增资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变动后，有限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合兴碳化工 2,700.00 73.97 货币 

遇秉武 303.95 8.33 货币 

王胜友 146.00 4.00 货币 

赵  旭 109.50 3.00 货币 

罗玲玲 80.30 2.20 货币 

李海亮 73.00 2.00 货币 

高  铭 54.75 1.50 货币 

项张军 36.50 1.00 货币 

骆海萍 36.50 1.00 货币 

董伯岐 36.50 1.00 货币 

宋  军 36.50 1.00 货币 

孙彩云 36.50 1.00 货币 

合计 3,650.00 100.00 - 

根据山东立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鲁立源会验字[2019]第 005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9年 7月 18日止，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650

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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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年股权转让 

2019 年 7月 30日，股东遇秉武作为转让方将所持的有限公司出资额 219万

元转让给自然人张峰，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同日，股东合兴碳化工作为

转让方将所持有的有限公司出资额合计 255.5 万元分别转让给陈秀芝等 6 名自

然人，分别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如下：（货币单位：万元） 

股权转让方 转让出资额 转让出资比例（%） 股权受让方 

遇秉武 219 6.00 张  峰 

合兴碳化工 91.25 2.50 陈秀芝 

合兴碳化工 73 2.00 赵  旭 

合兴碳化工 36.5 1.00 李海亮 

合兴碳化工 27.375 0.75 宋  歌 

合兴碳化工 18.25 0.50 李亚文 

合兴碳化工 9.125 0.25 白景旺 

本次股权转让，系为清理有限公司历史上的股权代持而实施，根据股权转让

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股权转让价款的实际支付。（详见

本章“（二）关于历史上的股权代持”）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登记

变更等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变动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合兴碳化工 2,444.5 66.97 货币 

2 遇秉武 84.95 2.33 货币 

3 张  峰 219 6.00 货币 

4 赵  旭 182.5 5.00 货币 

5 王胜友 146 4.00 货币 

6 李海亮 109.5 3.00 货币 

7 陈秀芝 91.25 2.50 货币 

8 罗玲玲 80.3 2.20 货币 

9 高  铭 54.75 1.50 货币 

10 项张军 36.5 1.00 货币 

11 骆海萍 36.5 1.00 货币 

12 宋  军 36.5 1.00 货币 

13 董伯岐 36.5 1.00 货币 

14 孙彩云 36.5 1.00 货币 

15 宋  歌 27.375 0.75 货币 

16 李亚文 18.25 0.50 货币 

17 白景旺 9.125 0.25 货币 

合计 3,650 100.00 - 

6、整体变更股份公司 

2019 年 9 月 5 日，裕丰有限以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裕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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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

公司的设立”） 

根据永拓出具京永验字（2019）第 210025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9年 8

月 21 日止，股份公司（筹）之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章程之规定，以其

拥有的有限公司经评估净资产人民币 40,046,131.48 元，作价人民币

39,614,890.13 元，其中人民币 3,650.00万元折合为股份公司（筹）的股本，股

份总额为 3,65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缴纳注册资本人民币 3,650.00

万元整，余额 3,114,890.13 元作为资本公积。 

经核查，本次整体变更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变动后，截至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持有股份（万股） 股份比例（%） 出资方式 

合兴碳化工 2,444.5 66.97 净资产 

遇秉武 84.95 2.33 净资产 

张  峰 219 6.00 净资产 

赵  旭 182.5 5.00 净资产 

王胜友 146 4.00 净资产 

李海亮 109.5 3.00 净资产 

陈秀芝 91.25 2.50 净资产 

罗玲玲 80.3 2.20 净资产 

高  铭 54.75 1.50 净资产 

项张军 36.5 1.00 净资产 

骆海萍 36.5 1.00 净资产 

宋  军 36.5 1.00 净资产 

董伯岐 36.5 1.00 净资产 

孙彩云 36.5 1.00 净资产 

宋  歌 27.375 0.75 净资产 

李亚文 18.25 0.50 净资产 

白景旺 9.125 0.25 净资产 

合计 3,650 100.00 - 

7、2020年定向增资 

2020 年 8月 24日，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发行

36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2,200万元，发行价格为 6.027元/股。本次

股票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新增 365万元，由 3,650万元增至 4,015万元。本次

股票发行对象 1名，认购数量 365 万股，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股东情况 

洪奕坚 365 2,200 货币资金 新增股东 

根据天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津立信验字（2020）第 K0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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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书》，截至 2020年 9 月 21日，股份公司已收到股东洪奕坚缴纳的投

资款 2,200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365 万元、资本公积 1,835 万元。本次增资后，

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4,015 万元，实收资本为 4,015万元。 

经核查，本次增资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变动后，截至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持有股份（万股） 股份比例（%） 出资方式 

合兴碳化工 2,444.5 60.88 净资产 

遇秉武 84.95 2.12 净资产 

洪奕坚 365 9.09 货币 

张  峰 219 5.45 净资产 

赵  旭 182.5 4.55 净资产 

王胜友 146 3.64 净资产 

李海亮 109.5 2.73 净资产 

陈秀芝 91.25 2.27 净资产 

罗玲玲 80.3 2.00 净资产 

高  铭 54.75 1.36 净资产 

项张军 36.5 0.91 净资产 

骆海萍 36.5 0.91 净资产 

宋  军 36.5 0.91 净资产 

董伯岐 36.5 0.91 净资产 

孙彩云 36.5 0.91 净资产 

宋  歌 27.375 0.68 净资产 

李亚文 18.25 0.45 净资产 

白景旺 9.125 0.23 净资产 

合计 4,015 100.00 - 

8、2020年 9月股份转让 

2020 年 9 月 8 日，股东董伯歧、孙彩云、张峰、王胜友作为转让方将所持

公司股份合计 94.9 万股分别转让给张念杰等 3 名自然人，签署相关《股权转让

协议》。具体如下： 

股份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量（万股） 转让股份比例（%） 股份受让方 

董伯歧 36.5 0.91 张念杰 

孙彩云 36.5 0.91 王胜友 

张 峰 18.25 0.45 高 铭 

王胜友 3.65 0.09 高 铭 

经核查，本次发起人董伯歧、孙彩云、张峰、王胜友转让股份，股份公司自

成立之日起已满 1年，董伯歧、孙彩云、王胜友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张峰作为公司现任董事，所转让股份未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凭



高地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1 

证、税收完税证明、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核查，股份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本次股

份转让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办理完毕。 

本次变动后，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持有股份（万股） 股份比例（%） 出资方式 

合兴碳化工 2,444.5 60.88 净资产 

遇秉武 84.95 2.12 净资产 

洪奕坚 365 9.09 货币 

张  峰 200.75 5.00 净资产 

赵  旭 182.5 4.55 净资产 

王胜友 178.85 4.45 净资产 

李海亮 109.5 2.73 净资产 

陈秀芝 91.25 2.27 净资产 

罗玲玲 80.3 2.00 净资产 

高  铭 76.65 1.91 净资产 

项张军 36.5 0.91 净资产 

骆海萍 36.5 0.91 净资产 

宋  军 36.5 0.91 净资产 

张念杰 36.5 0.91 净资产 

宋  歌 27.375 0.68 净资产 

李亚文 18.25 0.45 净资产 

白景旺 9.125 0.23 净资产 

合计 4,015 100.00 - 

9、2020年 12月股份转让 

2020 年 12月 8日，股东陈秀芝作为转让方将所持公司股份合计 30.25万股

分别转让给自然人许嘉全，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2020 年 12月 21日，股

东宋歌作为转让方将所持公司股份合计 27.375 万股分别转让给自然人刘园园、

李玉芳，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如下： 

股份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量（万股） 转让股份比例（%） 股份受让方 

陈秀芝 30.25 0.75 许嘉全 

宋 歌 9.125 0.23 刘园园 

宋 歌 18.25 0.45 李玉芳 

经核查，本次发起人陈秀芝、宋歌转让股份，股份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已满 1

年，陈秀芝、宋歌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凭证、税收完税证明、工商登

记资料并经核查，股份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

等手续办理完毕。 

本次变动后，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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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持有股份（万股） 股份比例（%） 出资方式 

合兴碳化工 2,444.5 60.88 净资产 

遇秉武 84.95 2.12 净资产 

洪奕坚 365 9.09 货币 

张  峰 200.75 5.00 净资产 

赵  旭 182.5 4.55 净资产 

王胜友 178.85 4.45 净资产 

李海亮 109.5 2.73 净资产 

罗玲玲 80.3 2.00 净资产 

高  铭 76.65 1.91 净资产 

陈秀芝 61 1.52 净资产 

项张军 36.5 0.91 净资产 

骆海萍 36.5 0.91 净资产 

宋  军 36.5 0.91 净资产 

张念杰 36.5 0.91 净资产 

许嘉全 30.25 0.75 净资产 

李亚文 18.25 0.45 净资产 

李玉芳 18.25 0.45 净资产 

刘园园 9.125 0.23 净资产 

白景旺 9.125 0.23 净资产 

合计 4,015 100.00 - 

本所律师认为：（1）公司历次股东出资真实、充足，出资的程序、形式、

比例均合法合规，不存在出资瑕疵；（2）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依法履行必要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3）公司历次增资、减资已履行必要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4）股份公司的股票发行及转让行为合法

合规；（5）公司股权明晰，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或争议情况，不存在工会、

信托、委托持股的情形。 

（二）关于历史上的股权代持 

1、根据合兴碳化工与陈秀芝、赵旭、李海亮、宋歌、李亚文、白景旺签署

的《备忘录》（2019年 7月 30日）、遇秉武与张峰签署的《备忘录》（2019 年

7月 30 日）并经核查，有限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如下： 

实际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名义股东（受托人） 

张 峰 219 6.0 遇秉武 

陈秀芝 91.25 2.5 合兴碳化工 

赵  旭 73 2.0 合兴碳化工 

李海亮 36.5 1.0 合兴碳化工 

宋  歌 27.375 0.75 合兴碳化工 

李亚文 18.25 0.5 合兴碳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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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景旺 9.125 0.25 合兴碳化工 

合计 474.5 13 - 

2、为清理有限公司历史上的股权代持，2019 年 7 月 30 日，合兴碳化工作

为股权转让方与陈秀芝、赵旭、李海亮、宋歌、李亚文、白景旺作为股权受让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代持股权（合计 255.5万元出资额）返还实际出资人，

股权转让采取平价转让，股权转让价款与实际出资人的出资额等值，股权受让方

无需向股权转让方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为清理有限公司历史上的股权代持，2019 年 7 月 30 日，遇秉武作为股

权转让方与张峰作为股权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代持股权（219万元

出资额）返还实际出资人，股权转让采取平价转让，股权转让价款与实际出资人

的出资额等值，股权受让方无需向股权转让方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经核查，上述代持股权已过户至实际出资人名下。根据上述《备忘录》

确认：股权代持关系存续期间，股权代持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不存在《合同法》

第 52 条规定的导致股权代持关系无效的情形。本次股权过户手续完成后，股权

代持关系解除，别无任何争议。 

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

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

义出资人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

合同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历史上的股权代持关系已依法

还原，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三）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拥有 1家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隆通碳纤维，2016 年 3 月 4 日注册成立，住所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装备制造基地 F-06-01，法定代表人为遇秉武，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碳纤维、锂电池负极材料、

活性碳纤维、球型活性炭、电极粘结材料生产、研发、销售；纤维纺丝设备研发

制造；特种沥青树脂及碳纤维研发和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股份公司现持有隆通碳纤维 100%股权。2018年 1月 30日，裕丰有限向隆通

碳纤维实缴出资 1,000 万元。隆通碳纤维的股权结构如下：（货币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裕丰碳素 1,000 100.00 1,000 货币 

合计 1,000 100.00 1,0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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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控股子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及其演变符合当时适用之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已得到有权部门

的批准，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控股子公司未发生股票发行及转让行为。 

八、公司的业务 

（一）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碳纤维、锂电池负极材料、活性炭纤维、球形

活性炭、电极粘结材料的生产、研发、销售；纤维纺丝设备研发、制造；设备租

赁；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电料、化工产品（危险品、易制毒品、剧

毒品除外）、塑料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项目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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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

司的主营业务为：沥青基碳纤维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2、隆通碳纤维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碳纤维、

锂电池负极材料、活性碳纤维、球型活性炭、电极粘结材料生产、研发、销售；

纤维纺丝设备研发制造；特种沥青树脂及碳纤维研发和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隆

通碳纤维的主营业务为：沥青基碳纤维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并经核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的历次变更

均依法定程序进行，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认定的依

据充分。 

（二）行业许可、业务资质 

经核查，公司所营业务，不需要取得特殊的准入型业务资质。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

证、特许经营权，公司业务资质齐备，相关业务合法合规。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

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不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 

（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经核查，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及国家税务总局内

蒙古自治区税务局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向隆通碳纤维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GR202015000063），隆通碳纤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四）私募基金备案 

经核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

存在私募基金备案问题。 

（五）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 

根据《审计报告》、历次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股份公司说明，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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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未设立子公司、分公司或者办事处，在

中国大陆以外未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六）持续经营 

经核查，公司营业期限为 2013 年 12 月 16 日至长期，不存在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

诉讼及仲裁等事项。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1、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关联方包括： 

（1）控股股东：合兴碳化工； 

（2）实际控制人：遇秉武、袁越； 

（3）其他主要股东（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洪奕坚、张峰；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遇秉武、洪奕坚、张峰、袁越、遇

垣杰、赵旭、庞润学、高铭、张晓丽、魏春旺、崔杰、刘彦平； 

（5）前述（1）—（4）所列人士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

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魏

慧敏（崔杰之配偶）等。 

前述（1）—（4）所列人士投资或任职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企业名称 主要关联关系 

1 天津丰亿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遇秉武持股 50%，袁越持股 50%，

任执行董事 

2 塔城市天新酒业有限公司 丰亿化工持股 13.64% 

3 FENG YI CHEMICALS CORP.LIMITED 
实际控制人遇秉武持股 70%，任董事，袁越持

股 30%，任董事 

4 丰益（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英国 FENG YI CHEMICALS CORP.LIMITED持股

100%，实际控制人遇秉武任董事长 

5 北京金地盛置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遇秉武持股 80%，任执行董事 

6 天津渤化澳佳永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遇秉武任董事 

7 天津澳佳永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遇秉武任董事 

8 天津汇祥货运有限公司 
股东张峰持股 85%，任执行董事、经理，其配

偶费金华持股 15%，任监事 

9 天津开发区蓝海商贸有限公司 
股东张峰持股 80%，任执行董事、经理，其配

偶费金华持股 20%，任监事 

https://www.qixin.com/company/ff2e91a6-0d38-4a77-988e-d017b6f0cb6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0b3aee2-04d4-48d6-b232-70da0fd5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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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津开发区通翔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股东张峰持股 80%，任执行董事、经理，其配

偶费金华持股 20%，任监事 

11 天津宏丰养殖有限公司 股东张峰任执行董事、经理 

12 厦门弘泰船务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50%，任监事 

13 厦门弘毅船务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50%，任监事 

14 厦门闽捷船务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50%，任监事 

15 南安闽辉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38%，任执行董事、经理 

16 闽捷物流（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80%，任执行董事、经理 

17 天津闽捷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61.5%，任执行董事 

18 厦门远泰船务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35%，任执行董事、经理 

19 泉州盛邦物流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16% 

20 泉州协成塑胶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任执行董事、经理 

21 泉州闽捷船务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89.61%，任执行董事、经理 

22 厦门鸿韦工贸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49%，任监事 

23 天津开发区闽捷物流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持股 100%，任执行董事、经理 

24 北京信达通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洪奕坚持有 12% 的财产份额，监事庞润

学持有 6.67%的财产份额 

25 家合共创二号（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洪奕坚持有 14% 的财产份额 

26 天津闽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洪奕坚任执行董事 

27 鄂尔多斯市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赵旭持股 51.61％ 

28 伊金霍洛旗民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赵旭持股 19%，任董事、经理 

29 鄂尔多斯市恒森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赵旭持股 3%，任监事 

30 天津市海杰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事庞润学持股 50%，任监事，其配偶李会新

持股 50%，任执行董事、经理 

31 天津市天龙鸿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监事庞润学持股 30%，任执行董事、经理，其

子庞绍熊持股 30%，董事会秘书崔杰持股 40% 

32 天津益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刘彦平持股 30%，任监事，其配偶

王崇吉持股 70%，任执行董事、经理 

（6）子公司、合营和联营企业：隆通碳纤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关于关联方的认定准确、披露全面，不存在为规避披露

关联交易将关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2、关联交易 

（1）关联租赁 

关联交易 关联方 2020 年度 

（元） 

2019 年度 

（元） 

租赁机动车 丰益国际 89,203.55 89,203.55 

租赁机动车 合兴碳化工 76,460.18 76,460.18 

租赁办公房 丰益国际 116,700.00 116,700.00 

（2）购买关联方资产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ba9ee7bb8de7868a/14818ab8-1e1e-4055-aaf7-ec949fe531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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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2019 年 5 月至 7 月，裕丰有限分别向关联方丰益国际、合兴碳

化工购买生产设备、专利技术：（货币单位：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 备注 

购买设备 丰益国际 1,288,628.33 熔喷设备等 5 项生产设备 不含税 

购买设备 合兴碳化工 2,215,411.63 碳纤维生产设备 不含税 

购买专利 合兴碳化工 6,840,750.89 

ZL201210205582.8 号发明专

利 

ZL201210234655.6 号发明专

利 

ZL201210234571.2 号发明专

利 

免税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已履行公司（含裕丰有限）的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交易价格参考山东海天资产评估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鲁

海资财报字[2019]第 110号）确定，资产交易价格（不含税）不高于资产评估价

值。 

另据遇秉武先生、合兴碳化工 2019年 9月 5日签署的《确认书》并经核查，

上述发明专利在公司依法受让前，由遇秉武先生、合兴碳化工授权裕丰有限无偿

使用，用于裕丰有限进行相关产品的生产及研发。 

（3）关联担保 

① 公司作为担保人 

报告期内，公司（含裕丰有限）、隆通碳纤维作为担保人共同为关联方丰益

国际在大连银行的借款提供担保：（货币单位：万元） 

借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额度 履行情况 

丰益国际 900 
2018.05.15-

2019.05.14 
连带保证 90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900 
2018.09.05-

2019.08.08 
连带保证 90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900 
2019.05.15-

2019.11.08 
连带保证 90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1,210 
2019.08.22-

2021.02.14 
连带保证 1,87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1,200 
2020.09.04-

2022.02.23 
连带保证 1,320 尚在履行 

经核查，股份公司成立后，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对于 2019

年以来进行的 3笔关联担保（公司作为担保人），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确认程序。

合兴碳化工分别向公司、隆通碳纤维出具《反担保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② 公司作为被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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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关联方崔杰及其配偶魏慧敏作为担保人为公司在建设银行的小微

企业快贷借款提供担保；关联方遇秉武、袁越、丰亿化工作为担保人为隆通碳纤

维在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债务提供担保：（货币单位：元） 

债务人 债务金额 债务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人 履行情况 

公司 4,800,000.00 
2018.06.27- 

2021.06.27 

房产抵押 崔杰 尚在履行 

连带保证 魏慧敏 尚在履行 

隆通碳纤维 3,362,366.00 
2020.06.28- 

2023.06.27 

连带保证 
遇秉武 

袁越 
尚在履行 

房产抵押 丰亿化工 尚在履行 

报告期内，关联方合兴碳化工为公司、隆通碳纤维对关联方丰益国际的担保

提供反担保：（货币单位：元） 

或有债务人 债务金额 债务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人 履行情况 

公司 

隆通碳纤维 
9,000,000.00 

2019.05.15- 

2019.11.08 
连带保证 合兴碳化工 责任解除 

公司 

隆通碳纤维 
18,700,000.00 

2019.08.22- 

2021.02.14 
连带保证 合兴碳化工 责任解除 

公司 

隆通碳纤维 
13,200,000.00 

2020.09.04- 

2022.02.23 
连带保证 合兴碳化工 尚在履行 

经核查，关联方无偿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

交易。股份公司成立后，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相关交易免予按

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 

（4）关联方往来 

① 应收款项 

经核查，报告期内，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② 应付款项 

关联方 会计科目 2020 年 12 月末 

（元） 

2019 年 12 月末 

（元） 

合兴碳化工 其他应付款 12,050,111.06 14,242,535.72 

经核查，股份公司成立前，关联方袁越、遇秉武、丰益国际、合兴碳化工为

支持公司发展，无偿提供资金支持。截至 2019年 12月末，关联方袁越、遇秉武、

丰益国际的拆借资金已清偿完毕。股份公司成立后，控股股东合兴碳化工以借款

形式继续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公司与合兴碳化工签署的《借款协议》，自

2019 年 9 月 5 日起，合兴碳化工为公司提供借款额度 2,120 万元，有效期 2019

年 9 月 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公司（含裕丰有限）

的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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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进一步核查，报告期内，因公司不拥有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无法办理抵押

贷款进行融资。为支持公司发展，股份公司成立（2019年 9月 5日）后，合兴碳

化工以借款形式向公司提供资金，资金系合兴碳化工以民间借贷方式向 2名自然

人、1家企业融资取得，合兴碳化工向公司收取的借款利率，是依据合兴碳化工

的资金成本（民间借贷利率）确定的。相关民间借贷行为及借款利率，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平等自愿的基

础上经协商一致达成的，有关协议或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

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是借助关联方现有

资源弥补公司资源的局限性，具有适当的必要性。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有限公司阶段，裕丰有限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部分关联

交易未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经核查，2019年，裕丰有限股东会先后审议通过

了以下交易：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购买资产 熔喷设备等 5 项生产设备 丰益国际 1,288,628.33 

购买资产 碳纤维生产设备 合兴碳化工 2,215,411.63 

购买资产 

ZL201210205582.8 号发明专利 

ZL201210234655.6 号发明专利 

ZL201210234571.2 号发明专利 

合兴碳化工 6,840,750.89 

担保 保证合同（2019 年 5 月） 丰益国际 9,000,000.00 

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9年 8 月） 丰益国际 18,700,000.00 

拆借 借款协议 合兴碳化工 
21,200,000.00 

内随借随还 

（2）2019年 9月 5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规范和

保障了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应经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①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在 50 万

元以上的关联交易；②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0.5%以上的交易，且超过 300 万元；③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首先由董

事会审议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由总经理审

议。 

应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①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提供担保除外）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以上且超过 3,000 万元的交易，或者占公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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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上的交易；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当具备合

理的商业逻辑，关联方应当提供反担保，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③法律法规及本制度规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关联交易。 

对于每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可以在披露上一年度报告之

前，对本年度将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根据预计金额分别适用审

议标准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实际执行超出预计金额的，公司应当就超

出金额所涉及事项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对关联

交易的审议程序予以规范，包括关联交易的回避表决制度。 

（3）股份公司成立后，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①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确认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方 预计金额（元） 执行情况（元） 

租赁 办公用房 丰益国际 120,000.00 116,700.00 

租赁 租赁车辆 合兴碳化工 80,000.00 76,460.18 

租赁 租赁车辆 丰益国际 90,000.00 89,203.55 

拆借 拆借资金 合兴碳化工 21,200,000.00 

内随借随还 
- 

②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确认 2019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购买资产 熔喷设备等 5 项生产设备 丰益国际 1,288,628.33 

购买资产 碳纤维生产设备 合兴碳化工 2,215,411.63 

购买资产 

ZL201210205582.8 号发明专利 

ZL201210234655.6 号发明专利 

ZL201210234571.2 号发明专利 

合兴碳化工 6,840,750.89 

担保 保证合同（2019 年 5 月） 丰益国际 9,000,000.00 

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9年 8 月） 丰益国际 18,700,000.00 

③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方 预计金额（元） 执行情况（元） 

租赁 办公用房 丰益国际 120,000.00 87,525.00 

租赁 租赁车辆 合兴碳化工 80,000.00 57,345.14 

租赁 租赁车辆 丰益国际 90,000.00 66,902.66 

拆借 拆借资金 合兴碳化工 21,2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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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随借随还 

④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2020年 9 月） 丰益国际 13,200,000.00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成立以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制定规

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得以切实履行。 

4、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减少和规范未来可能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全体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书面承诺：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所控制的公司将尽

可能避免、减少与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该公司《公司章程》

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遵照一般市场交易规则依法进行，不损害

天津市裕丰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的利益。如违反承诺导致该公司及其子公司遭受损

失的，本人（本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 

（二）同业竞争 

1、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股份公司外，公司控股股东合兴碳化工无控制的

其他企业。 

合兴碳化工，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17 日，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741383539J 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袁越，注册资本为 3000万

元，住所为天津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嵩山路 15号，主要经营范围为偏硼酸钡、

偏硅酸钠（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及药品除外）生产；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机电产品、塑料批发兼零售；相关的咨询服务；二

萘酚（药品除外）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经营

项目除外；无储存设施经营；萘、煤焦沥青、乙醇[无水]***；货运代理及多式

联运代理服务；装卸搬倒。 

2、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控股股东、股份公司外，公司实际控制人遇秉武、

袁越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1）丰亿化工，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5 日，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741363554M 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袁越，注册资本为 500 万

元，注册地址为天津开发区洞庭路 2 号 11 层 B 座南部，主要经营范围为五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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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

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耐火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环境监

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

备销售。 

（2）北京金地盛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1月 16 日，现持有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MA018U070R 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遇秉武，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1 幢 3 层 318 室，

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出租办公用房。 

（3）FENG YI CHEMICALS CORP.LIMITED，于 2005年 7 月 27日在英国注册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公司编号为 5519833的《注册证明书》，注册资本

为 100英镑，主要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投资。 

（4）丰益国际，成立于 1997 年 9 月 4 日，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600913209X 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遇秉武，注册资本为 500万

美元，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35 号汇津广场 3 号楼

329-05，主要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装卸搬运；会议及展览服务。 

经核查，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沥青基碳纤维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股份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3、为避免将来可能与股份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股东出具《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1、本人/本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在商业上对裕丰碳素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裕丰碳素存在竞争关系的

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2、本人/本公司在持有裕丰碳素股份期间，本承诺为有效之

承诺。3、本人/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由本人/本公司直接原因造成

的，并经法律认定的裕丰碳素的全部经济损失。”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1.本人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裕丰碳素构成竞争的

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裕丰碳素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

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2.本人在担任

裕丰碳素董事、监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辞去上述职务六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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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3.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由本人直接原因造成的，

并经法律认定的裕丰碳素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时不存在同业竞争，相关的判断依据合理，如果上述

承诺得以完全履行，未来的同业竞争风险能够得到有效避免。公司已对有关解决

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予以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或措施充分、合理，且得以切实

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1、房产 

（1）公司不拥有房屋所有权，租赁取得以下房屋使用权： 

房产 租赁面积 用途 出租方 租赁期限 

开发区洞庭路 2 号国际发

展大厦 11 层 B、C、D 座 
291.75 ㎡ 办公 丰益国际 

2018.1-2019.12 

2020.1-2020.12 

2021.1-2021.12 

根据房地证津字第 114030905023 号《天津市房地产权证》及天津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出具的《建筑工程竣工防火验收合格证》并经核查，出租方具有房屋

所有权，房产消防验收合格。报告期内，上述房产由公司承租并使用，相关租赁

合同合法有效，租金及时足额支付，不存在权属瑕疵，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2）隆通碳纤维不拥有房屋所有权，租赁取得以下房屋使用权： 

 房产 租赁面积 用途 出租方 租赁期限 

1 
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

普泰电力办公楼一、二层 
3068㎡ 

办公 

住宿 

内蒙古普泰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 

2016.1—2019.1 

2019.1—2022.1 

2 
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

普泰电力联合厂房 
7568㎡ 厂房 

内蒙古普泰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 

2016.1—2019.1 

2019.1—2022.1 

3 

鄂尔多斯市装备制造基

地经二路东、二号路西、

纬九路南的厂房 

1775㎡ 厂房 

呼和浩特市恒业

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袁占和 

2020.9-2021.9 

根据鄂房权证东胜区字第 109011303003 号、鄂房权证东胜区字第

109011303006 号、鄂房权证东胜区字第 109011303005号《房屋所有权证》及《竣

工验收消防备案表》（备案号 15000WYS1600067777）并经核查，出租方具有第 1、

2项房屋所有权，房产消防验收合格。报告期内，第 1、2项房产由隆通碳纤维承

租并使用，相关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租金及时足额支付，不存在权属瑕疵，不存

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根据鄂国用（2011）第 000377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授权书》并经

核查，出租方取得土地使用权人鄂尔多斯市威力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有

权对厂房进行出租、收益，厂房未办理权属登记、消防验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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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未登记的建筑物

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据此，

厂房权属归属土地使用权人鄂尔多斯市威力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期内，第

3项房产由隆通碳纤维承租并使用，相关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租金及时足额支付，

虽未办理产权登记，但权属无争议，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2、土地使用权 

（1）公司不拥有土地使用权，拟购置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

规划路以东，南堤路以南的 37,00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天津裕丰碳纤维项目选址位置的说明》、《关

于天津裕丰碳纤维产品有限公司裕丰化工及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备案的证明》

（津开审批[2018]11407号）及其附件《天津市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登记表》并经核查，拟购置土地用于建设化工及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目前处于

政府规划部门规划调整阶段。 

（2）隆通碳纤维已购置位于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根据隆

通碳纤维与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东胜区分局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签订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出让 2020-43号），隆通碳纤维受让

位于科技街南、智能街北、布尔洞北四路西，面积为 48584.17 平方米的工业用

地，2021年 1月 30日前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2021年 12 月 31日前支付第

二期土地出让金。经核查，隆通碳纤维已支付完毕第一期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150602202100001号），待第二期土地出让金支付

完毕，方可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3、专利技术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以下专利技术： 

 发明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1 一种低 QI煤沥青的生产方法 ZL201210205582.8 发明专利 公司 

2 一种高软化点煤沥青的生产方法 ZL201210234655.6 发明专利 隆通碳纤维 

3 一种沥青基碳纤维的制备方法 ZL201210234571.2 发明专利 隆通碳纤维 

4 一种沥青基碳纤维原料专用上料系统  ZL202020360176.9 实用新型 隆通碳纤维 

5 一种沥青基碳纤维专用三层隧道烘干炉 ZL202020321645.6 实用新型 隆通碳纤维 

6 一种沥青基碳纤维专用针刺机的回退装置  ZL202020321644.1 实用新型 隆通碳纤维 

根据《发明专利证书》、《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手

续合格通知书》并经核查，上述第 1、2、3项专利技术由合兴碳化工转让给公司，

转让价款 6,840,750.89 元支付完毕，截至 2019 年 5 月末，公司已依法取得第

1、2、3 项专利权。2019 年 6 月，公司保留第 1 项专利权，将第 2、3 项专利权

转让给隆通碳纤维，转让价款 4,508,518.52 元支付完毕，截至 2019 年 6 月末，

隆通碳纤维已依法取得第 2、3项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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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并经核查，上述第 4、5、6 项专利权由隆通碳纤

维自主研发取得，已办理相关知识产权登记，不存在权属瑕疵，不存在纠纷及潜

在纠纷。 

隆通碳纤维另有 1 项发明专利正在进行实质审查，专利申请人为隆通碳纤

维，发明人为遇秉武。具体如下： 

发明名称 申请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一种沥青基通用级碳纤维针刺毡及其制备

方法和用途 

202010496122.X 发明专利 2020.06.03 

4、商标 

公司拥有以下注册商标： 

 商标名称 注册号 国际分类号 注册日期 

1 津裕丰 42765562 第 1 类 2020.08.28  

2 津裕丰 41575919 第 9 类 2020.06.28  

3 津裕丰 41021567 第 17 类 2020.04.21 

4 津裕丰 41012616 第 22 类 2020.04.21 

5 津裕丰 41034835 第 24 类 2020.05.07 

上述商标已取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不存在权属瑕疵，

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5、域名与网址 

公司拥有以下域名与网址： 

域名 网址 
网站备案/许可证

号 
审核日期 

tianjinyufeng.com http://www.tianjinyufeng.com 
津 ICP备 17004284号

-1 
2020.4.21 

6、机动车 

公司及隆通碳纤维不拥有机动车，租赁方式取得以下车辆使用权： 

 车辆牌照号 承租人 产权人 租赁期限 

1 津 DC7972 裕丰碳素 丰益国际 2019.01.01-2021.12.31 

2 津 DC9993 裕丰碳素 丰益国际 2019.01.01-2021.12.31 

3 津 CA2699 裕丰碳素 丰益国际 2019.01.01-2021.12.31 

4 津 DU3201 裕丰碳素 合兴碳化工 2019.01.01-2021.12.31 

5 津 DJD399 裕丰碳素 合兴碳化工 2019.01.01-2019.12.31 

6 津 DJD399 隆通碳纤维 合兴碳化工 2020.01.01-2021.12.31 

经核查，报告期内,上述机动车由公司承租并使用，相关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租金及时足额支付，不存在权属瑕疵，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http://www.tianjinyu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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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重大资产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公司拥有机器设备、电子设备，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具体如下： 

资产类型 资产原值（元） 累计折旧（元） 资产净值（元） 成新率 

机器设备 38,373,031.57 5,007,634.55 33,365,397.02 86.95% 

电子设备 53,141.25 42,113.07 11,028.18 20.75% 

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产权属清晰、证件齐备，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

争议纠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资产产权共有的情形以及对他方重

大依赖的情形，不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 

（2）房产及机动车使用权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取得，相关租赁合同合

法有效，租金及时足额支付，不存在权属瑕疵，不存在产权纠纷及潜在纠纷。 

（3）知识产权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公

司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存在对他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不存

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或仲裁。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取得的相关技术为自主研发或依法有偿受让取得，

办理相关登记，不存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问题，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存在

竞业禁止问题。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1、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金额较大的采购合同：（货币单位：元） 

 供应方 签订时间 采购标的 合同金额 履行情况 

1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19.05 高软化点沥青 660,000.00 履行完毕 

2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19.05 高软化点沥青 3,300,000.00 履行完毕 

3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20.06 高软化点沥青 900,000.00 履行完毕 

4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20.08 高软化点沥青 1,500,000.00 合同终止 

5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20.10 高软化点沥青 1,500,000.00 履行完毕 

6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21.01 高软化点沥青 1,200,000.00 履行完毕 

7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21.02 高软化点沥青 1,200,000.00 正在履行 

8 济宁辰光煤化有限公司 2021.03 高软化点沥青 1,200,000.00 正在履行 

2、销售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金额较大的销售合同：（货币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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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名称 签订时间 销售标的 合同金额 履行情况 

1 

吉林联科特种石墨材料有

限公司 

2019.05 沥青基针刺毡 1,650,000.00 履行完毕 

2 2020.06 沥青针刺毡 742,500.00 履行完毕 

3 2020.07 沥青针刺毡 1,485,000.00 履行完毕 

4 2020.07 沥青针刺毡 834,900.00 履行完毕 

5 2020.07 沥青针刺毡 742,500.00 履行完毕 

6 2020.08 沥青针刺毡 742,500.00 履行完毕 

7 2020.09 沥青针刺毡 742,500.00 履行完毕 

8 2020.09 沥青针刺毡 825,000.00 履行完毕 

9 山东伟基炭科技有限公司 2020.11 沥青针刺毡 680,000.00 履行完毕 

10 
吉林联科特种石墨材料有

限公司 
2020.11 沥青针刺毡 1,650,000.00 履行完毕 

11 
山东伟基炭科技有限公司 

2020.11 沥青针刺毡 1,360,000.00 履行完毕 

12 2021.01 沥青基针刺毡 1,020,000.00 履行完毕 

13 
吉林联科特种石墨材料有

限公司 

2021.01 沥青针刺毡 780,000.00 履行完毕 

14 2021.01 沥青针刺毡 1,131,000.00 履行完毕 

15 2021.02 沥青针刺毡 780,000.00 履行完毕 

16 山东伟基炭科技有限公司 2021.02 沥青基针刺毡 680,000.00 履行完毕 

17 吉林联科特种石墨材料有

限公司 

2021.02 沥青针刺毡 780,000.00 履行完毕 

18 2021.03 沥青针刺毡 780,000.00 履行完毕 

19 山东伟基炭科技有限公司 2021.03 沥青基针刺毡 680,000.00 履行完毕 

20 吉林联科特种石墨材料有

限公司 

2021.03 沥青针刺毡 780,000.00 履行完毕 

21 2021.03 沥青针刺毡 51,480,000.00 正在履行 

3、融资合同 

（1）报告期内，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分行（以下简

称“建设银行”）办理“小微企业快贷借款”情况：（货币单位：元）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履行情况 

裕丰碳素 建设银行 4,800,000.00 2018.06.27-2021.06.27 尚在履行 

裕丰碳素 建设银行 334,264.95 2020.04.07-2021.04.07 尚在履行 

为担保上述 480万元借款的履行，自然人崔杰与建设银行签订《小微企业快

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12083001120181285982），以津（2016）南开

区不动产权第 1034094号产权证项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自然人魏慧敏与建设银

行签订《小微企业快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12083001120181285980），

提供保证担保。经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借款余额 5,134,264.95

元，未发生逾期还款等违约情形。 

（2）报告期内，隆通碳纤维与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关村科技”）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中关村科技以 300 万元价款购买隆通

碳纤维自有的网带式预氧化炉、氮气保护电加热辊道窑等 4项生产设备并返租给

隆通碳纤维，租赁期间为 2020 年 6 月 28 日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租金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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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366 元，按季支付租金。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上述租金余额

2,544,100.00 元，未发生逾期付款等违约情形。 

为担保《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丰亿化工、股份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分别向

中关村科技提供担保： 

担保人 担保方式 履行情况 备注 

丰亿化工 不动产抵押 尚在履行 

秦私房字第 30106211 号《房屋所有

权证》、秦籍国用（2009）第 002-

14629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股份公司 连带保证 尚在履行 - 

遇秉武、袁越 连带保证 尚在履行 - 

（3）2019年 9月，公司与合兴碳化工签订《借款协议》，合兴碳化工向公

司提供借款额度 2,120 万元，借款期限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年利率 12%，本次交易已履行公司（含裕丰有限）的相关决策审批程序。截至 2020

年 12月末，上述借款余额 12,050,111.06，未发生逾期还款等违约情形。（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4）2020年 8月，股份公司与股东洪奕坚签订《投资补充协议》，洪奕坚

承诺 3 年内向股份公司提供短期融资额度 2,000 万元，年利率 12%，随借随还。

本次交易已履行公司（含裕丰有限）的相关决策审批程序。截至 2020 年 12 月

末，上述借款余额 0元，未实际发生借贷行为。 

4、担保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隆通碳纤维为丰益国际在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以下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货币单位：万元） 

借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额度 履行情况 

丰益国际 900 
2018.05.15-

2019.05.14 
连带保证 90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900 
2018.08.20-

2019.08.08 
连带保证 90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900 
2019.05.15-

2019.11.08 
连带保证 90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1,210 
2019.08.22-

2021.02.14 
连带保证 1,870 责任解除 

丰益国际 1,200 
2020.09.04-

2022.02.23 
连带保证 1,320 尚在履行 

经核查，上述第 1 至 4 项担保合同，因主债务履行完毕，担保责任均已解

除。2020 年 9月，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大连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关联

方丰益国际 2020 年 9 月 4 日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在大连银行发生的总额不超过

1,320万元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关联方丰益国际在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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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实际发生流动资金借款 1,200 万元，未发生逾期还款等违约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 

（二）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调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经核查，公司（含裕丰有限）先后实施 1次减资、2次增资，已履行必要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

本及其演变”） 

2、经核查，公司（含裕丰有限）未曾实施合并、分立以及《重组指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没有拟进行的相关行为或交易。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1、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制定公司章程，

并经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2019年 9月 5日）审议通过。 

2、为本次挂牌之目的，公司按照《治理规则》要求对公司章程予以修订，

并经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核查，公司章程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及

修订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1、根据公司章程并经核查，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

机构，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2、为规范组织机构运作，公司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公司章程规定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并经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2019 年 9 月 5 日）审

议通过。上述议事规则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会议资料并经核查，股份公司自成立以来，召开股

东大会 6 次、董事会 6 次、监事会 5 次。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

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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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机构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董事会 

1 遇秉武 男 董事长 

2 张  峰 男 董  事 

3 洪奕坚 男 董  事 

4 袁  越 女 董  事 

5 遇垣杰 男 董  事 

监事会 

1 赵  旭 男 监事会主席 

2 高  铭 男 监  事 

3 庞润学 男 监  事 

4 张晓丽 女 职工代表监事 

5 魏春旺 男 职工代表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1 遇秉武 男 经  理 

2 刘彦平 女 财务负责人 

3 崔  杰 男 董事会秘书 

经核查，相关人员简历如下： 

（1）遇秉武先生，股份公司董事长、经理，商务师，汉族，1967年 12月出

生，中国国籍，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万联公寓，

身份证号码为 23010819671229****，硕士研究生学历，2004 年 7 月毕业于南开

大学。1990 年 11 月至 1995 年 5 月，任中化黑龙江进出口公司散装液体化工部

业务员，1995 年 6 月至 1998 年 10 月，任天津港保税区中化龙江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总经理，1998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1 月，任丰益国际总经理，2005 年 12 月

至 2013 年 11 月，任合兴碳化工总经理，2013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裕丰

有限执行董事、经理，2019年 9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长、经理。同时，现兼

任隆通碳纤维执行董事，丰益国际董事长，北京金地盛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天津渤化澳佳永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天津澳佳永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 6月，被滨海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评为 2019年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

“111”工程滨海新区“优秀企业家”。 

（2）张峰先生，股份公司董事，汉族，1962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塘沽区天津开发区鸿泰花园，身份证号码为

12010719620418****，大专学历，1991 年 7 月毕业于青岛海员学院。1981 年 5

月至 1997 年 10月，任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海员，1997年 10月至今，任天津

汇祥货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2 年 3 月至今，任天津开发区蓝海商贸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4 年 1 月至今，任天津开发区通翔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7 年 12 月至今，任天津宏丰养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2016 年 3 月至今，任隆通碳纤维监事，2019 年 9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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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3）洪奕坚先生，股份公司董事，汉族，1969 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塘沽区菜市场路悦海园，身份证号码为

35058319690324****，初中学历。2000年 1月至 2004年 6月，任南安县轮船公

司经理，2003 年 9 月至今，任泉州协成塑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4

年 6 月至今，任天津开发区闽捷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6 年 9 月至

今，任厦门弘泰船务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 12月至今，任闽捷物流（天津）集

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7年 5月至今，任厦门闽捷船务有限公司监事，

2017年 10月至今，任南安闽辉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 9月至

今，任泉州闽捷船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年 11 月至今，任厦门远

泰船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0 年 2 月至今，任厦门弘毅船务有限公

司监事，2020 年 5 月至今，任厦门鸿韦工贸有限公司监事，2020 年 8 月至今，

任股份公司董事。同时，兼任天津闽捷港口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闽捷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4）袁越女士，股份公司董事，化工工艺工程师，汉族，1967年 8月出生，

中国国籍，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塘沽区天津开发区御景

园邸，身份证号码为 23010319670805****，本科学历，1990 年 7 月毕业于黑龙

江大学。1990 年 7 月至 1999 年 11 月，任黑龙江省化工研究院助理工程师、工

艺工程师，1999年 12月至 2002 年 9月，任丰益国际综合部经理，2002年 10月

至今，任丰亿化工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年 1月至今，任合兴碳化工董事长，

2013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裕丰有限人事行政部经理、监事，2019 年 9 月

至今，任股份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董事。 

（5）遇垣杰先生，股份公司董事，汉族，1994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有

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塘沽区天津开发区御景园邸，身份证

号码为 23010319940414****，本科学历，2016 年 5 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

学。2016 年 5月至 2017年 7 月，任 Kosch Hospitality Catering Manager，

2017 年 9 月至今，任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餐厅助理经理，2019 年 9 月至今，

任股份公司董事。 

（6）赵旭先生，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汉族，1981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团结路七号街坊，身份证号

码为 15270119810915****，大专学历，2002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

学院。2005 年 5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上海新泰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顾问，

2011年 5月至 2019年 7月，历任鄂尔多斯市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

经理、执行董事、经理，2012 年 5月至今，任伊金霍洛旗民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经理，2019年 9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同时，兼任鄂尔多

斯市恒森生态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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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铭先生，股份公司监事，汉族，1971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柏丽花园，身份证号码为

12010219710307****，本科学历，2008 年 6 月毕业于武警医学院。2000 年 9 月

至 2011 年 9月，任天津天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部部长，2011 年 10月至 2017

年 9月，任天津滨海一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 10月至今，任亚坤

（天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部部长，2019 年 9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监事，

2020年 1月至今，任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人。 

（8）庞润学先生，股份公司监事，汉族，1968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宝坻区城关镇刘辛庄宿舍，身份证号码为

12022419681205****，高中学历。1986 年 12 月至 1991 年 7 月，任天津市宝坻

区黄庄乡黄庄初级中学教师，1991年 9月至 2003年 9月，任天津市宝坻区第二

中学教师，2003年 10月至今，任天津市海杰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事，2006

年 7月至今，任天津市天龙鸿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9年 9月

至 2020 年 8月，任股份公司董事，2020年 8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监事。 

（9）张晓丽女士，股份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汉族，1969 年 7月出生，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塘沽区福州道鸿正家园，身份证号码为

13010319690717****，大专学历，1991 年 7 月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大学。1991 年

7 月至 2001 年 3 月，任天津津粤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主管会计，2001 年 4 月至

2003年 3月，任天津广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2003年 4月至 2012年 7月，任丰

益国际主管会计，2012年 8月至 2017年 1月，任合兴碳化工主管会计，2017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裕丰有限主管会计，2019 年 9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主管

会计、职工代表监事。 

（10）魏春旺先生，股份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汉族，1985 年 8月出生，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东丽区无暇街畅月里，身份证号码为

13118219850803****，本科学历，2020年 7月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2007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任合兴碳化工采购经理，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有

限公司业务经理，2019年 9月至 2020年 7月，任股份公司业务经理，2020年 8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业务经理、职工代表监事。 

（11）刘彦平女士，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汉族，1972

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塘沽区天津开发区第

二大街天元居，身份证号码为 23010319720717****，本科学历，1996 年 7 月毕

业于黑龙江大学。199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哈尔滨海格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2003 年 3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丰益国际财务经理，2013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19 年 9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财务负责

人。 

（12）崔杰先生，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汉族，197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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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路水榭花园，身份证号码

为 12010319720130****，本科学历，2004年 9月毕业于湖南大学。1992年 11月

至 1994 年 8 月，任开发区税务局征收科科员，1994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历

任滨海新区第四地方税务分局科员、副科长、科长，2017年 4 月至 2019年 8月，

待业，2019 年 9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 

2、经核查，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资格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

疵。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任职单位约定的情形。 

3、经核查，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4个月内未受到证监会行

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4、经核查，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

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5、经核查，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并出具《关于诚信状况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存在下述情况：“1、

最近两年内本人没有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

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2、本人并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

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3、最近两年期内本人没有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

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4、本人不存在个人负

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5、本人没有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法、合规。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变化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备案档案并经核查： 

（1）2013年 11月 12日，裕丰有限通过股东会决议，选举遇秉武为执行董

事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选举袁越为监事。执行董事决定聘任遇秉武为经理。 

（2）2019年 9月 5日，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选

举遇秉武、张峰、庞润学、袁越、遇垣杰等 5人为董事，选举赵旭、高铭等 2人

为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选举张晓丽为职工监事；第一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选举遇秉武为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聘任遇秉武

为经理，刘彦平为财务负责人，崔杰为董事会秘书；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决议，选举赵旭为监事会主席。 

（3）2020 年 8 月 24 日，股份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免去庞润学董事职务，选举洪奕坚为董事；监事会增加至 5人，增选庞润学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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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监事；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增选魏春旺为职工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重大变化，

历次变化符合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三）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为遇秉武、张国柱。简历如下： 

（1）遇秉武先生，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张国柱先生，股份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环保工程师，汉族，1971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阳光小区，

身份证号码为 12022519711119****，大专学历，1994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交通科

技大学。1994年 8月至 2010 年 5月，任天津挂月能源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经

理，2010 年 6月至 2019年 7 月任合兴碳化工生产经理，2019 年 8月至今，任股

份公司生产经理，同时，兼任隆通碳纤维经理。2002年 7月，其科研成果（酒精

废醪制取沼气工程技术的应用）获天津市科学技术学会颁发的《天津市科学技术

成果证书》。 

（四）竞业禁止 

1、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

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有关上述竞业禁

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2、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核心技术人员）

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六、公司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1、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执行以下税种、税率，税种、

税率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

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

抵扣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

税 

13% 

城市建设维护税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计征 7%、5%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计征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计征 2%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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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子公司隆通碳纤维于 2020 年 9月 4日获得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备案（证书编号：GR202015000063），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收优惠具

有法律依据，合法、真实、有效。 

3、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享受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元） 2019 年度（元） 

工会经费返还 39,971.31 - 

稳岗补贴 23,755.19 - 

个人所得税返还 2,035.94 3,750.10 

经核查，上述相关政府补助具有法律依据，合法、真实、有效： 

（1）《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总工办发〔2017〕32号）规定，基

层工会经费收入范围包括拨缴经费收入，即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按全部职工工资

总额 2%依法向工会拨缴的经费中的留成部分。隆通碳纤维工会委员会于 2020年

7月 21 日取得《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隆通碳纤维收

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总工会的工会经费返还共计 39,971.31 元。 

（2）《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津政办发

〔2020〕1号）及《天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0〕26号）规定，对不裁员、少

裁员的参保企业，按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予以返还。据此，滨海

新区人社局于2020年5月27日向裕丰碳素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2,161.07元。 

（3）《内蒙古自治区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鄂

人社发〔2018〕240号）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就业服务局《稳岗补贴通知》规定，

各统筹地区在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具备一年以上支付能力，按照符合条件的企

业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给予企业稳岗补贴。据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就

业服务局分别于 2020年 7月 14 日、2020年 8月 15日向隆通碳纤维发放稳岗补

贴 21,594.12 元。 

（4）根据《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第 17条规定，对扣缴

义务人按照规定扣缴的税款，按年付给百分之二的手续费。据此，国家税务总局

开发区税务局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向裕丰碳素给付手续费 3,750.1 元，国家金

库滨海新区中心支库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向裕丰碳素给付手续费 2,158.1 元（含

122.16 元增值税）。 

4、国家税务总局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出具《涉税

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经金三系统查询，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未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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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于 2021

年 3月 26日出具《无欠税证明》：经查询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截至 2021年 3 月

23日，未发现隆通碳纤维有欠税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税收管理的要求，

不存在违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质量标准 

（一）环境保护 

1、公司经营活动所处行业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属于“C制造业”中

的“C28化学纤维制造业”中的“C282 合成纤维制造”中的“C2829其他合成纤

维制造”；按照《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C 制造业”中的

“C28化学纤维制造业”中的“C282 合成纤维制造”中的“C2829 其他合成纤维

制造”；按照《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11 原材料”中的“1110 

原材料”中的“111010 化学制品”中的“11101010商品化工”。 

根据《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

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

织、制革和采矿业 16类行业，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污染严重的行业”，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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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

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为重污染行业，参照《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

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的通知》（环办函 [2008]373 号），公司属于《上市公司环

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行业类别第九类“化工”中的“合成材料制造”。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重污染企业。 

2、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化学纤维制造”行业建设项目应当编制、申报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无任何建设项目，不涉及环境影响评价。隆通碳纤

维现有 6000 吨/年碳纤维及特种电极材料建设项目已取得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

局《关于内蒙古隆通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 6000吨/年碳纤维及特种电极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评字﹝2017﹞36号）。根据内蒙古中政检验检测

有限公司出具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专家组出具的《内蒙

古隆通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 6000 吨/年碳纤维及特种电极材料项目（400 吨/年

碳纤维）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项目执行了环评及“三同时”环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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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已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竣工

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3、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年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排放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等各类

污染物的排放行为实行综合许可管理。2015年 1月 1日及以后取得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的排污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中与污染物排放

相关的主要内容应当纳入排污许可证。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日常经营不涉及生产环节，不需要办理相关的排污

许可证。隆通碳纤维已取得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核发的《排污许可证》（编号：

91150602MA0MX30R6N001U），排放许可涵盖 6000 吨/年碳纤维及特种电极材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鄂环评字﹝2017﹞36号）项下废气、废水、噪

声、固废排放。其中危险固废，送至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巴彦淖尔市静脉产业

园高新技术环保有限公司、乌海诺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矿物油、废油桶

送至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达拉特旗忠信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4、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环保局已于 2021年 4月 9日出具《证明》：隆通

碳纤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以来至证明出具日，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存

在违反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而被处罚的情形。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存在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安全生产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以及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活动的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属于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不

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活动，无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无任何建设项目，不涉及安全设施验收事项。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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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生产工段已通过安全设施验收，取得包头市经纬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出

具的《内蒙古隆通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 6000吨/年碳纤维及特种电极材料项目碳

纤维生产工段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安全设施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范的要求，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3、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规定，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

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应当依法编制、评审、公布、

备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经核查，报告期内，隆通碳纤维依法编制、评审、

公布的《内蒙古隆通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在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安监局备案（备案编号：150692291789927QG）。 

4、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1)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

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

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

法的其他特种设备。(2)国家对特种设备实行目录管理。(3)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

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

著位置。 

根据《特种设备目录》并经核查，隆通碳纤维有压力容器类特种设备 6 项，

前述设备均已登记，并取得鄂尔多斯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特种设备使用标

志》置于相应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5、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

纠纷、处罚。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安监局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出具《证明》：

隆通碳纤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9 日期间，无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要求，

不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三）质量标准 

1、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沥青基碳纤维产品。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司

所处行业尚无强制性行业标准，公司根据自主技术和核心客户的要求，制定并执

行的企业标准《沥青基碳纤维》（Q/YFC 001-2018）、《硬碳负极材料》（Q/YFC 

002-2018）已在企业产品标准公共服务平台备案并发布。公司已建立较为完整的

质量检验、检测、审核、监督、售后服务等质量管理制度。 

2、开发区市监局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出具《证明》：截止 2021 年 3 月 19

日，未发现裕丰碳素被我局依法处罚的行政处罚信息。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止 2021年 3月 31 日，未发现隆通碳

纤维被市场监督部门依法处罚的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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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管

理的要求，不存在违反有关质量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

形。 

十八、公司的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险 

1、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综合业

务处理单、员工保险缴费清单等资料并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员工共计 71 人，除 5 名退休返聘人员无需签订劳动合同外，其余

66名劳动者均签订劳动合同。除 5名退休返聘人员、2名非全日制劳动者（自行

缴纳社会保险）、5 名自愿不转移社保关系劳动者，其余 59 名劳动者均缴纳社

会保险。 

2、开发区人社局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出具《证明》：经核，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月 19日期间，我局未接到过关于裕丰碳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以及社会保险法律和规章规定的举报投诉，我局亦未对该公司进行过行政处罚。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出具《证明》：

隆通碳纤维自 2018年 1月 1日以来至本证明出具日，未发现违反社会保险法律、

法规的情形。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局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出具《证

明》：隆通碳纤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以来至本证明出具日，未接到该公司员工

因劳动用工法律、法规等违反劳动用工管理规定的投诉及举报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劳动社保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未受到行政处罚。 

2、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

明并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最近 24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十、推荐主办券商的业务资质 

公司已聘请国融证券担任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 

经核查，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持

有统一信用代码为 91150100736129456G 的《营业执照》以及《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000000029266），2016年 4月 20日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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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6〕3142号），获准作为主办券

商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业务、做市业务和经纪业务的资格，符合《业务

规则》、《主办券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所聘请

的主办券商与公司及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影响其公正履行推荐职责的关联关系。 

二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监

管办法》和《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程序及实质条件。

本次挂牌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查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律师签字，本所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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