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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康达股发字[2020]第 0127-1 号

致：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海昌新材”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申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发工作的特聘专

法律

问，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出具

了康达股发字[2020]第 0127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
有限公司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和康达股发字[2020]第 0126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扬州
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深交所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下发《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本所律师针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审核中心提出
的问

进行了核查，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出具了康达股发字[2020]第 0127-1 号《北

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

事

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

认定是以现行有效的（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
文件、政府主管部门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
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机构
直接取得的文书，或本所律师从上述机构抄录、复制、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
为依据做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虽为律师从上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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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机构确认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和

证。

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

法律专业事

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

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
示或

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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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

材料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

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构成《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
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为准。仅供发行人为本次

发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

发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 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上下文有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使用的简称与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
客观、公正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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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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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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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应商宁波汇众。发行人本次申报材料较前次申报材料存在前五大
供应商披

差异，2018 年第三大供应商修改为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汇众）。据招股说明书披

，该供应商为发行人的设备供应商，

发行人主要向其采购成型机。
请发行人补充披

：
（1）对 2018 年第三大供应商进行修改事

原因，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

发生的具体

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内部控制制度是否

健全有效；（2）新增第三大供应商宁波汇众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
以及与发行人的合作背景，是否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披

的其他利益安排，

相关机器设备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对 2018 年第三大供应商进行修改事
等公开披

发生的具体原因、招股说明书

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 2018 年度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
（万元）

占总采购
比例（%）

1

赫格纳斯（中国）有限公司

铁粉

2,416.97

18.14

2

扬州市众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1,947.27

14.62

3

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形机

1,538.88

11.55

铁粉

1,119.61

8.40

喂料

682.19

5.12

吉凯恩（ 州）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4
吉凯恩（丹阳）工业有限公司
5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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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7,704.92

—

57.83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经发行人自查，公司 2018 年对宁波汇众粉末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汇众”）的采购金

统计错误。原统计的采购金

为 647.93 万元，该金

仅为当期采购已开票的部分，尚未包含货到未开票（暂

估）的部分，该部分金

为 890.95 万元，二者合计为 1,538.88 万元。按照原统

计的采购金

排序，宁波汇众为 2018 年度第六大供应商，按照更正后的采购金

排序，宁波汇众升至 2018 年度第三大供应商，由此导致原第三大至第五大供
应商的

序向后

延，2018 年度前五大供应商的合计采购金

及占比相应地进

行调整。
此次对宁波汇众 2018 年的采购金

进行修正，不影响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数

内容的准确性。主要原因是：（1）公司 2018 年

据以及《招股说明书》其余披

对宁波汇众未开票（暂估）的采购，已于 2018 年 12 月根据合同列示的价格进行
暂估入账并按规定计提折旧。2019 年公司在收到宁波汇众的发票后，相应地冲
减暂估，暂估价格和发票列示的价格不存在差异。（2）公司 2018 年固定资产的
入账价值真实、准确、完整，相应 2018 年末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应付账款
的账

价值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公司制定了采购与付款相关的
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公司采购的可控性和成本费用归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公司

在日常财务核算中能够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要求执行，以防范和控制
综上，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进行充分披
《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

，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

（二）新增第三大供应商宁波汇众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以及
与发行人的合作背景，是否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披

的其他利益安排，相

关机器设备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根据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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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索及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7301409610），宁波汇众法定代表人为严培义，
注册资本为 16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 2001 年 6 月 29
日，营业期限 2001 年 6 月 29 日至 2021 年 6 月 28 日，住所为宁波市镇海区蟹浦
工业开发区，经营范围为“粉末机械、粉末冶金制品、五金配件、电器

件、模

具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外”。

根据宁波汇众公司章程，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其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

1

严俏敏

152

95

2

严培义

8

5

160

100

合计

（万元）

出资比例（%）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宁波汇众，公司自 2003 年开始与宁波
汇众合作。发行人通过行业市场信息获取到宁波汇众的信息，并主动联系宁波汇
众提出采购成形机的

求，后续通过多次沟通，进行了相关询报价，最终确定后

续的合作。
根据宁波汇众的公司章程、出具的说明，宁波汇众与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者未披

的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宁波汇众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内研制生产

精度、

效率、 强度粉末成形机的企业之一。公司与宁波汇众合作时间早，其提供的
设备质量稳定，至今双方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发行人向宁波汇众采购价格
系双方根据市场原则协商确定，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综上，宁波汇众与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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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采购价格公允。
（三）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对上述问

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程序如下：

1、对宁波汇众进行实地走访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http://www.gsxt.gov.cn/）等网站公开信息，了解发行人与宁波汇众的合作背景、
交易情况、定价及结算模式，并获取了对方出具的不具有关联关系的声明；
2、查看并获取了 2018 年 12 月发行人对宁波汇众采购暂估、及 2019 年度收
到发票后冲暂估的的账务处理及佐证材料（合同、发票、固定资产
3、获取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监

收单等材料）；

的银行流水，查看是

否与宁波汇众及其股东、关键经办人员存在资金往来；
4、查看发行人账

从宁波汇众采购的成形机明细，比较了报告期内不同年

度的不同规格的设备的价格是否存在较大波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 2018 年向宁波汇众的采购真实，
《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

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宁波汇众与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未
披 的其他利益安排，相关机器设备采购价格公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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