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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  言 

 

一、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等有关规定，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

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现根据证监会下发的 18139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以下称“反馈意见”）及发行人的要求，特就有关法律事宜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律师声明事项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同样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特别声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简称的含义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需补充部分发表法律意

见，为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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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在内容上如与前述法律文件存在不一致之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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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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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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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验证，现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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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本次可转债采用股份质押和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方式。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保证人的担保能力，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反馈意见一般问题 2） 

 

（一） 保证人的担保能力 

1.  担保人为本次发行提供的担保措施安全性较高 

（1）拟质押的股份数量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启丰签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股份质押合同》，陈启丰以其合法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为本次发行的不超过 30,192.23 万元（含 30,192.23 万元）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提供质押担保。陈启丰提供股票质押担保的初始质押股票金额覆盖比例

为本期债券未偿还本息金额的 150%。 

 

（2）市价波动与质押股份数量的调节机制 

 

在质押权设立后（含设立时）及主债权有效存续期间，如在连续 30 个交易

日内，质押股票的市场价值（以每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持续低于本期债券尚未

偿还本息总额的 130%，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陈启丰在 30 个工作日内追加担保

物，以使质押财产的价值与本期债券尚未偿还本息总额的比例高于 150%；追加

的资产限于翔鹭钨业人民币普通股，追加股份的单位价值为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

翔鹭钨业股票收盘价的均价。 

 

若质押股票市场价值（以每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连续 30 个交易日超过本

期债券尚未偿还本息总额的 200%，出质人陈启丰有权请求对部分质押股票通过

解除质押方式释放，但释放后的质押股票的市场价值（以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前一

交易日收盘价计算）不得低于本期债券尚未偿还本息总额 150%。 

 

此外，根据陈启丰就本次可转债发行出具的《担保函》，陈启丰为本次发行

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综上，陈启丰先生将为本次发行的不超过 30,192.23 万元（含 30,192.23 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提供 1.5 倍于其金额的股票作为质押担保，并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措施的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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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证人拥有的发行人股票价值较高 

 

本所律师查阅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2018 年 11 月 15 日

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保证人陈启丰持有发行人股份 32,397,750

股，持股比例为 19.06%。上述保证人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自《募集说明书》

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止均未发生变化。 

 

此外，本所律师查阅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

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保证人陈启丰不存在

任何证券质押的情形，保证人陈启丰不存在证券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经查询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截至 2018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人的收盘价为

17.78 元/股，陈启丰直接持有发行人的 32,397,750 股的股份价值折合人民币

57,603.20 万元，为陈启丰提供股票质押的主债权 30,192.23 万元的 190.79%，高

于本期债券未偿还本息总额。 

 

3.  保证人主要对外投资企业财务状况 

 

保证人主要对外投资企业为启龙有限、众达投资。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

明细表》，并经本所律师网络核查，启龙有限、众达投资的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被投资企业 

名称 

被投资企业 

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保证人 

持有的股

权比例 

启龙有限 

启龙有限持有发行人股份 32,397,750 股，持股比例

为 19.06%。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启龙有限持有的该等股份

中的 32,393,000 股已质押予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启丰持

股 65% 

众达投资 

众达投资持有发行人股份 33,379,500 股，持股比例

为 19.64%。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众达投资持有的该等股份

中的 13,948,000 股已质押予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启丰持

股 5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启龙有

限和众达投资的财务情况如下： 



 

4-1-2-5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启龙有限 众达投资 

货币资金 290.66 467.01 

资产总额 27,404.47 13,557.49 

负债总额 23,806.23 10,000.00 

所有者权益 3,598.24 3,557.49 

项目 

2018 年 1-9 月 

启龙有限 众达投资 

营业利润 353.30 390.56 

净利润 349.91 390.56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截至报告出具日，《企

业信用报告》未显示众达投资存在不良负债余额，亦未显示启龙有限与金融机构

发生过信贷关系。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系统、信用中国网站，不存在启龙有限、众达投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况。 

 

综上，保证人主要对外投资企业未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 

 

4.  保证人的个人财产及资信状况 

（1） 个人财产 

 

保证人陈启丰为发行人的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

具备较好的盈利能力，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2016 年年度

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发行人向陈启丰及其控制的启龙

有限、众达投资的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利润分配 

对象 

利润 

分配年度 

全体股东 陈启丰 启龙有限 众达投资 

2015 年 1,125 285.8625 285.8625 294.525 

2016 年 1,000 190.6 190.6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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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000 381.2 381.2 392.8 

合计 4,125 857.6625 857.6625 883.725 

 

由上述情况可知，报告期内保证人陈启丰通过发行人的现金分红实现了股东

投资回报。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对于现金分红的规定，在未来债券存续期内，

保证人陈启丰及其实际控制的启龙有限、众达投资有望持续获得发行人的现金分

红回报。 

 

（2） 资信状况 

 

根据保证人陈启丰的个人信用报告，截至信用报告出具日，该个人信用报告

未显示陈启丰存在贷款逾期还款的情况，同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信用中国网站，不存在陈启丰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况。 

 

综上所述，保证人陈启丰为本次发行提供的担保措施安全性较高；保证人现

拥有的发行人股票价值较高；保证人主要对外投资企业未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

报告期内保证人陈启丰通过发行人的现金分红实现了股东投资回报；保证人不存

在贷款逾期还款的情况，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保证人具有履

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票质押担保及保证担保义务的能力。 

 

（二）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除外。

提供担保的，应当为全额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以保证方式提供担保的，应当为连带责任担保，且保

证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额应不低于其累计对外担保的金额。证券公司或上

市公司不得作为发行可转债的担保人，但上市商业银行除外。设定抵押或质押的，

抵押或质押财产的估值应不低于担保金额。估值应经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启丰为本次可转债提供担保 

 

根据正中珠江出具的广会审字 [2017]G17006850015 号和广会审字

[2018]G18003320016 号《审计报告》及发行人 2018 年 1-6 月财务报表，发行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额分别为 862,449,435.93、

913,436,489.93 元，均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因此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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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担保。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启丰签署的《广东翔鹭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股份质押合同》及《担保函》，

保证人陈启丰将其合法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股票作为质押资产，为本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提供质押担保；保证人陈启丰亦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质押担保及保证范围均包括本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金及应付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

用。 

 

（2）质押股票将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为进一步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担保人陈启丰就本次发行的担保事项

出具专项承诺，承诺内容如下： 

 

 “在本次发行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十个工作日内，本人将协助股份质押托

管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质押股票

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手续。 

 

本人承诺在设立股票质押登记时，将按照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初始质

押股票的估值进行评估，确保初始质押股票的估值不低于当期担保金额的

150%。”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采用股份质押和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方式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三）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保证人陈启丰具有履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

票质押担保及保证担保义务的能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本次可转债采用股份质

押和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方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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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年产 600 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制造项目，请申请人补

充披露实施主体，涉及少数股东的，如非同比例实施，请明确实施方式、所履

行的决策程序、增资价格或委托贷款的主要条款。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结

合上述情况就申请人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发表核查意见。（反馈意

见一般问题 3） 

 

（一） 增资具体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600 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制造项目”的

实施主体是翔鹭精密。根据翔鹭精密章程，翔鹭精密的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发行人持有翔鹭精密 80%股权，自然人林丽玲持有翔鹭精密 20%股权。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将以每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将募集资金以增资的方式投入翔鹭精密。林丽玲已出具《承诺函》，同

意发行人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每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对

翔鹭精密增资，并承诺将根据其在翔鹭精密的持股比例对翔鹭精密进行同比例增

资，增资价格为每注册资本 1 元。如因其个人原因未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前述同比

例增资承诺的，其亦承诺全力配合发行人按每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增资或同意放

弃增资，并配合签署相关增资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放弃增资权利的

确认函，并无条件接受其在翔鹭精密的股权比例被稀释的结果。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将与林丽玲签署增资

协议，并就翔鹭精密增资事宜履行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等决策程序。 

     

综上，发行人增资翔鹭精密的价格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定价依据公允合

理，且翔鹭精密其他股东林丽玲已出具上述《承诺函》，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二）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增资翔鹭精密的价格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定价依据公允合理，且翔鹭精密其他股东林丽玲已出具上述《承诺函》，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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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申请文件，申请人大量房产的性质为住宅。请说明其用途及合法合规

性。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反馈意见一般问题 4） 

 

（一） 房屋用途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江西翔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翔鹭”，其

前身为大余隆鑫泰钨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屋用途为宿舍或住宅的房产如下： 

 

序号 权属证书号 
房屋所

有权人 

建筑面积 

（m
2） 

坐落地 
房屋

用途 

1. 
粤房地权证潮安字

第 4000000065 号 
发行人 3,286.7 

潮安县官塘镇象山村

“红墩片” 
宿舍 

2.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61 号 
发行人 128.61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601 房 
住宅 

3.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63 号 
发行人 149.03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七幢 702 房 
住宅 

4.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64 号 
发行人 128.61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201 房 
住宅 

5.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66 号 
发行人 128.61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101 房 
住宅 

6.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67 号 
发行人 132.22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二幢 102 房 
住宅 

7.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68 号 
发行人 128.66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302 房 
住宅 

8.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69 号 
发行人 128.66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202 房 
住宅 

9.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71 号 
发行人 128.66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102 房 
住宅 

10.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72 号 
发行人 128.61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301 房 
住宅 

11.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73 号 
发行人 128.66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502 房 
住宅 

12.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75 号 
发行人 150.22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六幢 702 房 
住宅 

13.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76 号 
发行人 128.66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702 房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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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属证书号 
房屋所

有权人 

建筑面积 

（m
2） 

坐落地 
房屋

用途 

14.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78 号 
发行人 128.61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701 房 
住宅 

15.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79 号 
发行人 128.61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401 房 
住宅 

16.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81 号 
发行人 128.66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402 房 
住宅 

17. 
粤房地权证潮房字

第 2013014182 号 
发行人 128.66 

潮州市春荣路春荣花

园十一幢 602 房 
住宅 

18. 
赣房权证余字第

20120522 号 

江西翔

鹭 
3,202.57 

大余县黄龙镇皇隆工

业园隆鑫泰高管楼 
住宅 

19. 
赣房权证余字第

20120523 号 

江西翔

鹭 
2,291.70 

大余县黄龙镇皇隆工

业园隆鑫泰宿舍楼 
住宅 

 

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员工并进行实地走访，上述房屋实际

作为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员工宿舍，由于发行人本部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

头工业园区周围生活配套设施较少，发行人在便于日常生活的地理位置安排房

屋作为员工宿舍，发行人不涉及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情形；控股子公司江西

翔鹭的上述宿舍建设于厂区内，仅用作员工宿舍，控股子公司江西翔鹭亦不涉

及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情形，上述房屋的实际用途符合证载用途。 

 

（二）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房屋实际用途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员

工提供的宿舍，该等实际用途符合证载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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