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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根据与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

律顾问合同》，担任建龙微纳首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事宜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京都律师已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注册办法》《科创板上

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公司首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事宜出具《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并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出

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2019 年 8 月 5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19 年 8 月 23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三）》、2019 年 9 月 22 日出具了《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上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

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上交所下发的上证科审（审核）[2019]583 号《关于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

简称：《落实函》）中要求律师进一步核查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五）》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法律

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京都律师在原法

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与其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对于已经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其补充法律意见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

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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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一、问题三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受托支付及转贷取得

银行款等财务不规范或违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未来是否会受到相关处罚。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与回复： 

（一）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受托支付及转贷取得

银行款等财务不规范或违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及未来是否会受到相关处罚

的相关事宜的回复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的财务内控不规范的情形如下： 

1.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贴现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因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发行人开具了无真实交易背

景的票据，进行票据贴现后获得银行融资，金额分别为 3,880.00 万元和 1,700.00

万元。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6 月，发行人未再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其中，

包括发行人向自然人进行贴现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涉及

金额分别为 2,880.00 万元和 1,700.00 万元。由于向银行进行票据贴现的流程较长，

为保证贴现资金到账的及时性，发行人开具票据后将票据盖章背书交由自然人，自然

人于当天将票面金额扣除贴息部分转入公司账户，2016 年、2017 年分别支付自然人

贴息费用 49.26 万元、32.33 万元，平均贴息率为 1.78%，较银行贴息率约低 0.10%。

发行人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贴现所得款项均用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2.以受托支付方式取得银行贷款 

为满足贷款银行受托支付要求，在无真实业务支持情况下，通过第三方企业进行

受托支付，取得银行贷款，发行人通过该方式取得的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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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期间 
无真实业务支持情况下，以受托支付方式取得的银行贷款

金额（万元） 

2019 年 1-6 月 -- 

2018 年 5,410.00 

2017 年 8,090.00 

2016 年 14,610.00 

3.与自然人直接进行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自然人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年度/期间 向自然人拆出资金（万元） 向自然人拆入资金（万元） 

2019 年 1-6 月  -- 

2018 年 -- 1,620.00 

2017 年 76.15 245.00 

2016 年 834.30 2,455.00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发行人收到自然人借款现金分别为 2,455.00 万元、

245.00 万元和 1,620.00 万元，均为发行人向自然人的借款，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

营及项目建设。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发行人存在向自然人拆出资金情形，累计发生额分别为

834.30 万元和 76.15 万元，主要由于发行人前期建设资金需求较大，不仅通过银行

贷款筹集资金，也通过实际控制人李建波朋友借款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而在对方有

短期资金周转需求时，公司临时性给予适当的支持所致。 

4.利用个人账户对外收付款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个人账户进行资金周转金额如下： 

年度/期间 周转金额（万元） 

2019 年 1-6 月 -- 

2018 年 234.22 

2017 年 191.71 

2016 年 4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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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发行人通过自然人银行卡先行支付日常性的付现费用，

分别为 457.67 万元、191.71 万元和 234.22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加油费、员工福利

购置、税金缴纳、公司车辆维修等支出使用，取得相关费用发票后提交公司财务部门

办理报销，不存在自然人为发行人代垫费用的情形。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发行人存在上述财务内控不规范情形主要由于：发行人

“吸附材料产业园区项目”于 2013 年 8 月开始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发行人无法通

过经营性所得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2016 年末及 2017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均

在 90.00%左右。为顺利建成该项目和日常经营的需要，除通过自有资产抵押、控股

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保证、股权质押、与其他企业互保等方式获取银行融资外，通过上

述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贴现受托支付方式获得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融资；同

时，与自然人进行资金周转和资金拆借等行为也是发行人内部营运资金需求和管理需

要所致。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财务内控不规范情形虽然为发行人的主观行为，但前述行为

均是为发行人的项目建设和日常生产经营而发生，所得款项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未损

害公司及第三人利益，不属于发行人的恶意行为，不构成对发行人内控制度有效性的

重大不利影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洛

阳监管分局分别出具的《复函》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偃师市支行出具的《证明》，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健阳科技在上述主

管机关的履职范围内，没有因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因此发

行人上述财务内控不规范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虽前述内控不规范行为不属于恶

意行为，未对开票行、贷款行造成损失，未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且已经有效整改，但因相关行为违反了《贷款通则》《票据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前述内控不规范情形存在未来受到行政处罚的可能性。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若发行人因报告期内的上述财务不规范行为受到

处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将全额承担该处罚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罚款、滞纳金等一切

款项，保证发行人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二）发行人整改后的内控制度合理、正常运行并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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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在财务内控方面存在的上述不规范情形，采取如下措施进行纠

正： 

1.修订了《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备用金管理制度》《公司费用报销管理

制度》《公司发票管理制度》《公司承兑汇票管理制度》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等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公司经营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2.发行人上述财务内控不规范情形的发生原因，主要是“吸附材料产业园区项

目”建设以及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量大所致，虽为发行人主观行为，不属于恶意行为。

随着发行人经营规模扩大，以及发行人 2018 年 3 月和 12 月分别收到两轮增资款后，

资金状况得到改善： 

（1）以受托支付方式取得银行贷款 

2018 年 12 月，发行人完成整改，自 2019 年 1 月起，停止以受托支付方式获得

银行贷款。 

（2）无真实交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及贴现 

自 2017 年 4 月起，发行人已针对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情况进行整改，且

之后未再发生该类交易，发行人开具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均已正常解付。 

中国人民银行偃师支行、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分别向发行人出具《证明》或《情况说明》，证明发行人在报告期内

未与上述银行发生信贷纠纷，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处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与自然人进行资金拆借 

2017 年 12 月起，经发行人对该类事项的整改，收回了向自然人拆出的全部资金，

随后，未再发生该类交易；自 2018 年 11 月起，发行人向自然人拆入的资金已全部偿

还，且之后未再发生该类交易。 

（4）利用个人账户对外收付款项 

个人账户（自然人信用卡）的透支款项均已偿还，自 2018 年 12 月起，发行人已

停止以该方式进行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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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通过收回或偿还资金、结束财务不规范行为等措施进行整改或纠正外，公

司实际控制人还出具了《关于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控相关事宜的承

诺》，承诺公司若因报告期内上述事宜或其他财务不规范事宜受到行政处罚，实际控

制人将全额承担该处罚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罚款、滞纳金等一切款项，保证公司不会

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同时承诺将严格要求公司遵守《票据法》等法律法规及内控制度

的有关规定，严厉杜绝财务不规范的情形发生。同时，发行人修订了《公司资金管理

制度》《公司备用金管理制度》《公司费用报销管理制度》《公司发票管理制度》《公

司承兑汇票管理制度》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公司内部控制，

规范公司经营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整改后的内控制度已合

理、正常运行并持续有效。 

（三）首次申报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未再出现上述内控不规范和不能有效执

行情形 

自首次申报审计截止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后，发行人已不存在任何上述内控不

规范的情形，内控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四）发行人的销售结算自主独立，销售业务未通过关联方或第三方代收货款 

发行人销售结算自主独立，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内外销业务通过关联方或第

三方代收货款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财务内控不规范情形不属于恶意行为，不构

成对内控制度有效性的重大不利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偃师市支行均证明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健阳科技在其履职范围内，没有

因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发行人前述内控不规范情形存在

未来受到行政处罚的可能性，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发行人若因报告期内

上述事宜受到行政处罚，实际控制人将全额承担该处罚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罚款、

滞纳金等一切款项，保证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综上，发行人的上述财务内

控不规范情形对科创板发行上市不构成障碍；发行人已对上述财务内控不规范行为

进行整改，并逐步完善内控制度，整改后的内控制度合理、正常运行并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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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申报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未再出现上述内控不规范情形，内控制度能够得到

有效执行。 

第二部分 期后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经披露

的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事项的更新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5 个，详情如下： 

序号 
所有权

人 
专利证书编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他项 

权利 

1 发行人 9335162 
一种带有防尘机构的活化

粉周转桶 
ZL 2018 2 1722275.6 

实用 

新型 
2018/10/23 无 

2 发行人 9336100 
一种成品分子筛生产用洒

水装置 
ZL 2018 2 1774673.2 

实用 

新型 
2018/10/23 无 

3 发行人 9336066 一种蒸发器板片清理工具 ZL 2018 2 1774757.6 
实用 

新型 
2018/10/23 无 

4 发行人 9331408 
一种便于分子筛颗粒清理

的硬化筒装置 
ZL 2018 2 1769722.3 

实用 

新型 
2018/10/30 无 

5 发行人 9344034 
一种移动盘式交换滤机滤

布的接缝热熔颗粒层 
ZL 2018 2 1841226.4 

实用 

新型 
2018/11/0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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