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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依
据《证券法》
《公司法》
《注册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
第 12 号一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律师执业办法》
《律师执
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本所已出具了《北京海润天
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
律意见》
（[2021]海字第 059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
所关于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
（[2021]海字第 060 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深交所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审核函（2021）020258 号”《关于中
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以下
简称《问询函》）要求，本所经办律师现就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出具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法律意见》
《律师工作报告》所披露的内容作出相应的
修改或补充，为《法律意见》
《律师工作报告》之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
充法律意见与《法律意见》
《律师工作报告》中不一致之处均以补充法律意见的表
述为准。对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声明适用《法律意见》的相关声明。除本补
充法律意见中另有说明外，补充法律意见所用简称与《法律意见》
《律师工作报告》
的释义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中辰股份为本次交
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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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6：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目前持有的财务性投资
为对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账面金额为 400 万元，占公司
净资产的比例为 0.30%。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逐项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
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2）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
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
产，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
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对（1）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
行人律师对（2）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
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
经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
围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发行人

—

江苏拓源

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电气信号设备装置的研究、开发、制
造、销售；电缆附件、电缆盘、塑料粒子的制
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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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技术、电力设备研发；电线电缆、电缆附
件，塑料电缆穿管，玻璃钢电缆穿管，波纹电
缆穿管制造、加工、销售；电缆附件安装服
务；电力设备、塑料粒子、PVC 树脂（除危
险品）销售；电缆盘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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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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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江苏聚辰

全资子公司

上海中辰

全资子公司

润邦售电

全资子公司

山东聚辰

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是否
涉及房地产开
发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高低压电缆接头、电
缆附件、高分子材料、电缆设备、金具、电缆
盘、输变电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
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有色金
属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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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电缆、高低压电气成套设备、五金交
电、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电子
产品、 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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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电业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施运
行维护；新能源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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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电缆、铜线铜杆、风能用电缆、光伏电
缆、轨道交通用电缆、矿用电缆、国防电缆制
造、销售；铜、铝原材料销售；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需办理许可证的，凭
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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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否

否

否

如上表所示，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
营范围中均未包含“房地产开发”，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
2．经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营业执照、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目前持有的资质文件、不动产权证书以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出具
的书面说明，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前未从
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存在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
业房产的情形。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
1．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土地、
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权证编号

坐落位置

苏（2017）宜兴
不 动 产 权 第
0013692 号
苏（2016）宜兴
不 动 产 权 第

新街街道
环科园氿
南路 8 号
宜兴市新
街街道百

权利人

土地面积
（㎡）

用途

建筑面积
（㎡）

发行人

53,017.30

工业
用地

36,355.49

发行人

121,817.70

工业
用地

63,7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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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证编号
0012491 号

3

鲁（2018）德州
市陵城区不动产
权第 0000864 号

4

苏（2021）宜兴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434 号

坐落位置

权利人

土地面积
（㎡）

用途

建筑面积
（㎡）

用途

山东聚辰

200,000.00

工业
用地

52,562.90

工业

江苏拓源

44,974.00

工业
用地

—

—

合村
陵城区经
济技术开
发区马颊
河路中段
环科园岳
南路北侧、
铜官路东
侧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均为工业；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持有的房屋所有权性质为工业、交通、仓储，均不属于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
业地产。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出具的说明
2021 年 10 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别出具了《关于涉房事宜的书面说明》，
内容如下：“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未包含‘房地产开发经营’，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
关业务类型。本公司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未持有住宅
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
（三）核查过程
1．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营业执照，并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复核，确认其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2．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全部房产的不动产权利证书，确认其未持
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
3．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确认其不存在房地
产开发业务的相关收入；
4．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出具的《关于涉房事宜的书面说明》，确
认其目前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及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未持有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及商业房产。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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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目前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存在持有住宅
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的情形。
二、《问询函》问题 7：2021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22 日，公司受到无锡市生
态环境局两次环保相关的行政处罚。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对以上行政处罚的具体整改情况，报告期内
环保投资和相关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情况以及未来的环保支出
情况，有关环保投入、环保设施及日常治污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
的污染相匹配；（2）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等行政处罚的情
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违法行为。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对（1）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
行人律师对（2）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等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
成重大违法行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
行为。
经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最近 36 个月受到环保领域等行政处罚的情况如下：
1．由于发行人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导致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无
组织排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之规定，并适用《江苏省生态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对中辰股
份作出锡宜环罚决〔2021〕9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中辰股份罚款三万元。
无锡市宜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发行人开展行政处罚后续跟踪调查，
在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关于对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处罚跟踪监管的
环境监察意见书》，认定发行人环境违法行为已整改完成，且发行人在法定期限内
缴纳了罚款，上述意见书依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
及地方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19】527 号）、
《无锡市企业失信行为联动惩戒实施办法（试行）》（锡政办法【2013】263 号）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认定发行人上述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被处以罚款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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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失信行为。
经查阅上述规范性文件，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
网站及地方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第一部分第二款“明确涉
及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范围”规定：“涉及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
主要是指对性质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序较小的违法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
息”。根据《无锡市企业失信行为联动惩戒实施办法（试行）》第八条规定：“企
业一般失信行为包括：（一）被处以较轻行政处罚或者被处以警告的”。
综上，一般失信行为是指性质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违法行为。
因此，上述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属于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2．由于发行人存在危险废物标识牌设置不规范，标志牌危废种类只写了 HW08
等信息，未填写中文名称，并且危险废物出入库台账不规范，未标明出入库日期、
管理人员信息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之规定。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在 2021 年 6 月 22 日对公司作出锡宜环
罚决〔2021〕13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罚款二十万元。
无锡市宜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发行人开展行政处罚后续跟踪调查，
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关于对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处罚跟踪监管的
环境监察意见书》，认定发行人环境违法行为已整改完成，且发行人在法定期限内
缴纳了罚款，上述意见书依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
及地方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19】527 号）、
《无锡市企业失信行为联动惩戒实施办法（试行）》（锡政办法【2013】263 号）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认定发行人上述行为属于一般失信行为。如前所述，一般失信
行为是指性质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违法行为。
根据上述，上述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属于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
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之日，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
内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等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二）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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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并核查了发行人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监察意见书；取得并核
查了发行人的罚款缴纳凭证；
2．查阅了《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门户网
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9】527 号）、《无锡市
企业失信行为联动惩戒实施办法（试行）》（锡政办法【2013】263 号）；
3．本所律师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企查查、信用中国以及发行
人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等公开信息网站。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重大违法
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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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一）》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罗会远：_______________

王肖东：________________

刘向坡：________________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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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