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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金麒麟”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并挂牌的专

项法律顾问。根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本所经办律师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出具了《关于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以及《关于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

于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现就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金麒麟建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查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查

问询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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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补充，并

构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除非文中另有所指，《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申请本次发行并挂牌的申

请材料的组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公开

发行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有

关内容，但该等引用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本所意见的理解出现偏差的方式进

行。 

本所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第二轮审查问询函》所提出的和法律专业相关的事项，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第二轮审查问询函》问题 1. 业务合规性及订单获取的可持续性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发行人经营模式经历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即 2020 年至

今，公司拓展了风力电站 EPC 业务，由单一的光伏电站建设业务拓展为“光伏+风

电”两大领域。 

2019 年，公司承接 8 单光伏电站项目，合计金额 6.43 亿元，无风电项目。2020

年，公司仅承接 1 单光伏项目，合同金额 1.01 亿元，承接风电项目 3 单，合同金

额合计 10.19 亿元。 

（1）新能源电站建设业务获取及开展的合规性。根据公开信息，2020 底，自

然资源部就已建成光伏、风电项目被划定在生态红线内是否拆除问题进行了回复，

请发行人结合 EPC 业务涉及的主要审批或备案环节，如土地规划及性质预审、选

址是否符合建设条件、环评批复、水土保持批复、林草用地批复、基本农田及生

态红线批复、项目接入电网许可等，说明 2017 年至今，发行人所有新能源电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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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是否均符合前述规定，业务开展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被主管机关处罚

的风险。 

（2）扶贫光伏项目的获取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转向非扶贫光伏项目，

回款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根据首轮问询回复，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光伏扶贫

项目收入占各期新能源系统解决项目收入分别为 96.91%、98.51%、19.22%。 

因扶贫项目回款更有保障，发行人更倾向于选择承接扶贫项目。报告期内，

发行人获取的 2 个扶贫项目，2018 年度、2019 年度仅实现收入 545.45 万元、818.96

万元。⑥请发行人结合行业政策变化、主要业务区域光伏扶贫项目指标下达况、

2020 年仅新签 1 单光伏扶贫项目的情况，补充披露发行人未来是否仍能持续取得

大额光伏扶贫项目。如不能，公司向非扶贫光伏项目、风电项目转型的主要壁垒，

是否具备顺利转型的可行性。②请结合非扶贫光伏项目的业主方类型、资金来源、

预计合同金额规模、回款周期等，补充披露如未来以非扶贫项目为主，是否存在

回款困难或周期过长的风险，是否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③结合前

述情况，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是“光伏+风电”并重还是拟转向风电业务。 

（3）主要业务区域风电项目市场空间。根据首轮问询回复，“十三五”期间，

黑龙江、内蒙古等 14 个省下发分散式风电开发建设规划，总规划建设规模超

25.1GW，公司风电业务与光伏业务具备一定的协同效应。请发行人：①结合“十

四五”规划及内蒙古、吉林、辽宁分散式风电开发规划建设规模、项目核准备案情

况，补充披露发行人主要业务区域的风电项目市场空间，说明发行人承接分散式

风电开发项目受行业政策影响的情况，分析除在手订单外持续获取大额订单的可

能性。②风电业务与光伏业务除协同效应外，有哪些主要门槛，对发行人技术、

资质、获取客户的能力等有何特别要求，从光伏业务向风电业务拓展是否符合行

业惯例，是否与主要光伏电站建设企业发展进程一致。③补充披露区域内竞争对

手的主要情况、市场份额占有情况，公司与主要竞争对手竞争优劣势的比较情况。 

（4）最近 24 个月内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请发行人结合扶贫项目可

持续性、向风电业务转型的壁垒及订单获取的政策性影响等，补充披露公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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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月内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持续经营是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保荐

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前述问题进行充分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结论性意见。 

（一）相关新能源电站的合规性 

1. 核查过程 

（1）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承接的新能源电站建设项目的 EPC 合同文件，核实

发行人在项目建设中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2）查阅国家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3）查阅发行人提供的报告期内公司所承接新能源电站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

所办理的登记、审批文件。 

（4）取得通辽市能源局、翁牛特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满洲里市自然资源局扎赉诺尔区分局出具的关于相关电站未在生态保护红

线内建设的证明。 

（5）获取相关电站所在地新能源能源主管部门通辽市能源局、翁牛特旗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满洲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相

关文件，确认该等电站已经履行发展改革部门的前期审批、备案手续，已办理项

目开工前应办理完成的土地、环保、安全、规划选址、水土保持、林草用地、电

网接入审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登记或审批手续；已完工并网项目已经已办理

了现阶段应办理的环保、电网接入等专项验收手续。 

（6）通过网络检索，核实发行人、上述新能源电站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是否

存在和该等电站建设相关的行政处罚。 

（7）审阅发行人提供的各项目的回款进度文件，核实发行人承揽上述电站

EPC 项目的回款进度。 

2. 电站相关登记、审批手续的办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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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作为工程总承包方，负责整个电站建设的统筹和管

理，根据业主单位的需求为其提供包括组织前期策划筹备、材料设备采购、建设

管理、并网验收、运维在内各个环节的组织管理服务；办理新能源电站相关的登

记、审批手续的责任主体为业主单位，发行人给予必要的协助。 

3. 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政策及新能源电站应履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及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2017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文件，明确了在不

同区域（如环境敏感区及环境敏感区之外）内建设的各种类型的新能源电站应编

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类型及对应应履行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具体如下： 

（1）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政策文件 

2017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

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包括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环境敏

感脆弱区域；并要求杜绝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需于 2018

年底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网站的公开信息，2018 年 10 月，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原则通过国家部委审核。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自然资源部作出回复，明确位于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

极脆弱区域内零星的已建风电、光伏等设施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新建风电、光

伏等设施应避让生态保护红线。 

（2）新能源电站应履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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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业主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分别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以下统称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生态环境部（含原环境保护部）制定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载明了在不同区域（如环境敏感区及环境敏感区之外）内建设的各种类型的

新能源电站应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类型，具体如下：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登记表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的风

力发电。 

上述环境敏感区主要包括： 

（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二）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天然

渔场； 

（三）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

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地面集中光伏电站

（总容量大于 6,000
千瓦，且接入电压

等级不小于 10 千

伏）；其他风力发

电 

其他光伏发电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登记表 

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的风

力发电 

上述环境敏感区主要包括： 

（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二）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

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地面集中光伏电站

（总容量大于 6,000
千瓦，且接入电压

等级不小于 10 千

伏）；其他风力发

电 

其他光伏发电 

（3）新能源电站应履行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业主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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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环评登记表项目是否要进行环保验收的回复》，编制

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无需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4）发行人承接的新能源电站未在生态红线内建设 

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承建新能源电站的所在地新能源能源主管部门通辽市能

源局、翁牛特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满洲里市自然

资源局扎赉诺尔区分局出具的证明，该等电站均未在生态红线范围内建设，不存

在拆除风险。 

4.发行人报告期内承接的新能源电站建设项目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各业主单位所办理的登记、审批文件，就该等新能源电站

建设项目，业主单位所履行的主要的登记、审批手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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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电站名称 客户名称 环保手续 水土保持手续 用地手续 电站接入系统手续 是否已通过业主单

位竣工验收 

1  

通辽市开

发区城园

50MW 分

散式风电

站 

通辽市汇集

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通辽市生态环境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关

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关于所在

区域不在生态红线范

围内的确认 

通辽市水务局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准文

件 

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关

于项目用地的预审意

见、内蒙古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

使用林地的意见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发展

策划部关于将项目接入

系统线路纳入国网一体

化规划平台项目库的函 

否，尚未完工 

2  

通辽市科

尔沁区河

西 50MW
分散式风

电站 

通辽市龙城

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通辽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关于所在

区域不在生态红线范

围内的确认 

通辽市水务局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准文

件 

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关

于项目用地的预审意

见、内蒙古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

使用林地的意见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发展

策划部关于将项目接入

系统线路纳入国网一体

化规划平台项目库的函 

否，尚未完工 

3  

通辽市科

尔沁区哈

达 30MW
分散式风

电站 

通辽市金繁

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通辽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关于所在

区域不在生态红线范

围内的确认 

通辽市水务局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准文

件 

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关

于项目用地的预审意

见、内蒙古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

使用林地的意见 

国网蒙东电力设计有限

公司关于项目接入系统

设计的会议纪要 

否，尚未完工 

4  

阿什罕分

布式光伏

扶贫项目

电 站 （ 4
个 5MW
单 体 电

站） 

翁牛特旗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翁牛

特旗扶贫开

发办公室 

就电站建设项目向当

地环保部门提交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1 

建设在羊棚上方，不

涉及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国网赤峰供电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所关于接入系

统的评审意见 

是 

                     
1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环评登记表项目是否要进行环保验收的回复》，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无需开展环保验收。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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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电站名称 客户名称 环保手续 水土保持手续 用地手续 电站接入系统手续 是否已通过业主单

位竣工验收 
地性质 

5  

突 泉 县

“十三五”
第二批 25
兆瓦光伏

扶贫村级

电站 

突泉县力钧

扶贫开发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兴安盟生态环境局关

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业主单位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自主验收 

突泉县水务局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准文

件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地性质 

国网兴安供电公司关于

接入系统方案的评审意

见 

是 

6  

通辽市奈

曼 旗 “ 十

三 五 ” 第

二批光伏

扶贫村级

电站 

内蒙古乃蛮

电力有限公

司 

通辽市生态环境局奈

曼旗分局关于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业主单位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

验收 

奈曼旗水务局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准文

件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地性质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所关于接入系

统方案的评审意见 

是 

7  

翁牛特旗

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

翁牛特旗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翁牛

特旗扶贫开

就电站建设项目向当

地环保部门提交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 

翁牛特旗水务局关于

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准

文件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

限公司赤峰供电公司关

于接入系统方案的评审

意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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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电站名称 客户名称 环保手续 水土保持手续 用地手续 电站接入系统手续 是否已通过业主单

位竣工验收 
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翁

牛特旗惠众

农牧业投资

有限公司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地性质 

8  

翁牛特旗

分布式光

伏发电扶

贫 项 目

（包括易

地扶贫搬

迁后续产

业） 

翁牛特旗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翁牛

特旗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翁

牛特旗惠众

农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就电站建设项目向当

地环保部门提交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 

建设在建筑物上方，

不涉及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地性质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

限公司赤峰供电公司关

于接入系统方案的评审

意见 

是 

9  

通辽市科

左 中 旗

“十三五”
第二批光

伏扶贫村

级电站 

科尔沁左翼

中旗康达新

能源有限公

司 

通辽市生态环境局科

尔沁左翼中旗分局关

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业主单位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自主验收 

科尔沁左翼中旗水务

局关于水土保持方案

的批准文件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所关于接入系

统方案的评审意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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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电站名称 客户名称 环保手续 水土保持手续 用地手续 电站接入系统手续 是否已通过业主单

位竣工验收 
地性质 

10  

满洲里市

祺通新能

源有限公

司
10MWP
光伏电站

满洲里市祺

通新能源有

限公司 

扎赉诺尔区环境保护

局关于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业主

单位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自主验收 

满洲里市农牧林业水

务局关于水土保持方

案的批准文件 

满洲里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用地的选址意见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

限公司呼伦贝尔供电公

司关于接入系统方案的

评审意见 

是 

11  

通辽市科

左 后 旗

“十三五”
第二批光

伏扶贫村

级电站 

科尔沁左翼

后旗双合尔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就电站建设项目向当

地环保部门提交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 

科尔沁左翼后旗水务

局关于水土保持方案

的批准文件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地性质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所关于接入系

统方案的评审意见 

是 

12  

通辽市库

伦 旗 “ 十

三 五 ” 第

二批光伏

扶贫村级

电站 

库伦旗正阳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就电站建设项目向当

地环保部门提交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 

库伦旗水务局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准文

件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经济

技术研究所关于接入系

统方案的评审意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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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电站名称 客户名称 环保手续 水土保持手续 用地手续 电站接入系统手续 是否已通过业主单

位竣工验收 
地性质 

13  

赤峰新金

色能源有

限公司翁

牛特旗旗

杆 嘎 查
60MWp
光伏电站

赤峰新金色

能源有限公

司 

翁牛特旗行政审批服

务局关于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同

意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通过的意见 

赤峰市水务局关于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准文

件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能

源局《关于支持光伏

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

本项目为光伏扶贫项

目，光伏方阵使用永

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

用地,未破坏农业生产

条件，无需改变原用

地性质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

限公司赤峰供电公司关

于接入系统方案的评审

意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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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等电站所在地新能源能源主管部门通辽市能源局、翁牛特旗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满洲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相关文

件，该等电站均已履行了发展改革部门或能源局的前期审批、备案手续，均已履

行了项目开工前应办理完成的土地、环保、安全、规划选址、水土保持、林草用

地、电网接入审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登记或审批手续；已完工并网项目均已

办理了现阶段应办理的环保、电网接入等专项验收手续；上述新能源电站建设项

目的业务开展合法合规。 

根据本所律师的网络检索，发行人、上述新能源电站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不

存在和该等电站建设相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发行人承揽

上述电站 EPC 项目的回款进度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五/（四）/2. 报

告期内，发行人签署的新能源电站 EPC 合同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新能源电站的电

站建设、运营合法合规，发行人不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二）光伏扶贫项目的获取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转向非扶贫项目的可

行性 

1. 国家未来将不再下达新的光伏扶贫计划 

2020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

司编制了《光伏扶贫工作百问百答（试行第二版）》，其中指出“目前光伏扶贫

项目建设已经收口，国家不再下达新的光伏扶贫计划”。 

2. 公司向非扶贫光伏项目、风电项目转型的可行性 

（1）扶贫光伏项目与非扶贫光伏项目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根据《光伏扶贫工作百问百答（试行第二版）》，光伏扶贫是指通过在具备

光伏扶贫实施条件的地区，利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光伏电站，政府性资金的资

产收益全部用于扶贫。除上述扶贫属性之外，光伏扶贫电站在选址规划、并网过

程、建设流程、建设周期、招投标方式、对施工方资质要求等方面与非光伏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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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因此发行人由承接扶贫光伏项目转向承接非扶贫光伏

项目不存在壁垒。 

（2）光伏和风电项目具备一定的协同效应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核查，光伏项目和风电项目在技术、客户类型、供应商、

建设流程等方面具有协同效应，具体如下： 

项目 协同效应的具体体现 

技术 

1.光伏、风力电站的系统构成相似：由风电机群/光伏阵列部分、集电线路部分、

升压变部分、监控通讯管理系统构成；因此，在电站建设的主要环节及电路、

升变压技术细节方面具有协同性； 
2.光伏、风电的升变压技术相同：升压系统为发电厂的中枢，集变电、控制、

送电、监测等为一体，为光伏场、风电场的指挥控制中心； 
3.光伏、风电的发电都具有波动性特征，电力输出不稳定，都需要电力系统灵

活调节，在项目建设前期均需要对所在地并网可行性进行分析 

客户 
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受所在地电网调峰限电的影响较小，因此吸引了国有

大型发电集团之外的社会资本（如区县级政府、民营企业等）参与投资，客户

性质较为相似 

供应商 
在材料方面，电线电缆、箱式升压变、升压站等的供应商方面存在协同性；在

劳务施工方面，公司光伏电站项目的劳务供应商也可以承担风电项目的劳务工

作 

建设流

程 

1.光伏、风电建设项目需要取得发改委备案（光伏）或核准（风电）后方可获

得建设指标； 
2.光伏、风电项目建设前期需要进行用地规划和考察，并取得国土、林草、环

保、水务、维稳等相关部门方案批准，并取得电网公司的接入意见后方可施工；

3.光伏、风电建设过程均涉及场地施工、地基施工、发电主体施工（风机/光伏

阵列）、内部电路施工、升压变电站施工、送出线路施工、调试、验收、并网

等环节，在建设流程方面具有一定协同性； 
4、光伏、风电在建成后都需要聘请专业的运维公司进行运维 

（3）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发展前景 

2020 年 4 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2020〕29 号），明确优先开

发当地分散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资源，大力推进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热力、燃

气等在用户侧直接就近利用，结合储能、氢能等新技术，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区域

能源供应中的比重。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降低碳排放强度，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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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指出：在“十三五”基础上，“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年均装

机规模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装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的

发电装机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超过 50%；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将持续提升，到“十四五”末，预计可再生能源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比重将达

到三分之二左右，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比重将超过 50%，可再生能源将从原

来能源电力消费的增量补充，变为能源电力消费增量的主体。 

（4）发行人的目标定位 

根据发行人说明，其新能源业务的主要市场定位为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

电，客户定位为不具备新能源电站开发建设经验的社会资本类投资者（地方政府、

民营企业、专业投资商等）；基于光伏和风电项目的协同效应，公司参与分散式

风电领域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先前积累的光伏电站 EPC 业务的服务优势，为上述

客户进入该领域提供途径，降低专业门槛。因此，公司具备向非扶贫分布式光伏、

分散式风电拓展的优势。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向非扶贫光伏项目、风电项目转型具有可行

性。 

（三）非扶贫项目的回款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回款情况统计表格、EPC 合同、通辽市科尔沁区哈达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非扶贫新能源

电站建设项目的业主方、业主类型、资金来源、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业主

类型 
支付工程款

的资金来源 合同金额 回款情况 

满洲里市祺通

新能源有限公

司 10MWP 光伏

电站项目 

满洲里市

祺通新能

源有限公

司 

国有控股业主单位资金 892.67

2019 年度开工，截至 2019
年末完工进度为 100%，累

计回款 674.50 万元，累计

回款比例 76%；截至 2020
年末，累计回款 846.90 万

元，回款比例为 97% 
通辽市开发区

城园 50MW 分

散式风电项目 

通辽市汇

集新能源

开发有限

民营企业
业主单位 35%、

融资租赁公司
65% 

40,000
2020 年度开工，截至 2020
年末完工进度为 77.58%，

累计回款 28,000 万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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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计回款比例为 70% 

通辽市科尔沁

区河西 50MW
分散式风电项

目 

通辽市龙

城风力发

电有限公

司 

民营企业
业主单位 32.9%、

融资租赁公司
67.1% 

39,424

2020 年度开工，截至 2020
年末完工进度为 73.71%，

累计回款 30,000 万元，累

计回款比例为 76% 
通辽市科尔沁

区哈达 30MW
分散式风电项

目 

通辽市金

繁能源科

技有限公

司 

民营企业
业主单位 20%、

融资租赁公司
80% 

22,500
2020 年度未开工，预付款

收款 2,250 万元，预付款比

例为 10% 

根据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承接的非扶贫新能源电站项目回款情况良

好，不存在回款周期较长的情形；未来仍将加强合同管理和风险防控防止出现回

款风险，出现回款困难或回款周期较长的可能性较小，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未来发行人以非扶贫项目为主，在相关合同管理

和风险防控措施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出现回款困难或回款周期较长的可能性较

小，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定位 

根据发行人说明，公司自进入新能源领域后，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新能源电站

建设管理全流程解决方案服务，业务范围涵盖光伏系统解决方案、风电系统解决

方案、智能运维和自持电站四大领域，致力于将公司打造为光伏、风电领域的全

流程、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商。 

（五）发行人主要业务区域的风电项目市场空间 

1. “十四五”规划等国家层面的新能源政策 

2020 年 4 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的《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2020〕29 号），明确了可再

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优先开发当地分散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资源，

大力推进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热力、燃气等在用户侧直接就近利用，结合储能、

氢能等新技术，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区域能源供应中的比重。 



5-1-4-17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利用。发展绿色建筑。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

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2021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指出：在“十三五”基础上，“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年均装

机规模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装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的

发电装机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超过 50%；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将持续提升，到“十四五”末，预计可再生能源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比重将达

到三分之二左右，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比重将超过 50%，可再生能源将从原

来能源电力消费的增量补充，变为能源电力消费增量的主体。 

2. 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能源相关政策 

2020 年 12 月 25 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召开“十三五”自治区能源发展取

得的成就和“十四五”能源发展思路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指出：内蒙古自治区

风能资源条件居全国首位。太阳能资源也是全国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十四五”

期间，新能源项目新增并网规模达到 5,000 万千瓦以上，到“十四五”末，内蒙古

自治区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力争超过 1 亿千瓦。 

2021 年 2 月 10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 2025 年，新能源

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主体能源，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3. 辽宁省的新能源相关政策 

2021 年 4 月 20 日，辽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指出，

作为东北电网负荷中心，辽宁省是全国清洁电力消纳条件最好的省份之一，具备

加速布局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的良好基础。到“十四五”末期，风力发电、光

伏发电总装机容量将由 1,400 万千瓦增加到 3,000 万千瓦以上。 

4. 吉林省的新能源相关政策 



5-1-4-18 

2021 年 3 月 30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 2025 年，吉林省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提高到 12.5%、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 62%，提出建设吉林“陆上三峡”工程，

总投资 1,000 亿元，建设省内消纳基地、外送基地和制氢基地等３个千万千瓦级

新能源生产基地和“吉电南送”特高压电力通道；在大安、洮南、通榆、乾安、长

岭为鲁固直流特高压外送配套建设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的风电项目。 

基于上述，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未来我国以及发行人主要业务

区域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新能源行业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趋势，发行人未

来具备持续获取大额订单的可能性。 

（六）与光伏业务相比，风电业务的主要门槛，以及从光伏业务向风电业

务拓展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与主要光伏电站建设企业发展进程一致 

根据发行人说明，与分布式光伏业务相比，分散式风电在审批手续、设计资

质、建设周期、技术难度、运维难度等方面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项目 分布式光伏 分散式风电 

客户类型 
客户类型较为多样，包括地方政府、

发电集团、上市公司、设备制造商、

民营企业等 
以民营企业和专业投资者为主 

审批手续 

用地一般为未利用土地、建筑物屋

顶、农光互补土地等，对生态环境影

响较小，因此在用地、环保等方面的

审批手续相对简单 

风机需永久占地，且和生态环境关

联度较高，因此地方政府用地、环

保等方面的审批手续相对复杂 

设计资质 新能源发电设计资质 风力发电设计资质 

建设周期 建设周期相对较短，受天气、环境影

响相对较小 
建设周期较长，且受天气、大风、

环境等影响较大 

施工难度 基础施工较为简单，施工流程相对较

为简单，技术难度低 
涉及到基础施工、风机搬运、吊装

等作业，施工流程相对复杂 

根据发行人说明，公司在向风电业务转型之前，已取得了电力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资质证书，并积累了光伏电站建设管理经验，拓展了材料设备供应商、劳

务供应商、专业分包商的渠道；除上表所列示之外，分散式风电业务对于公司的

施工资质、客户获取方式无特别要求，公司具备向风电业务转型相应的施工资质、

供应商渠道，且公司的客户市场定位与分散式风电的客户类型相符。 

根据根据本所律师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的检索，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阳光电源”，300274.SZ）在 2011 年上市时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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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器、风能逆变器及其他电力电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2013 年度阳光电

源新开拓了光伏电站系统集成业务，重点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2019 年度

阳光电源新开拓了风电系统集成业务，同时可以承接光伏、风电系统集成业务。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由光伏业务向风电业务拓展符合行业惯例，与主

要光伏电站建设企业发展进程一致。 

（七）业务区域内竞争对手的主要情况、市场份额占有情况，公司与主要

竞争对手竞争优劣势比较 

1. 关于区域内竞争对手的主要情况、市场份额占有情况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分散式风电业务主要开展区域为内蒙古自治区。根

据公开网络检索，发行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分散式风电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及其市

场份额占有情况（2019-2020 年中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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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企业性质 基本情况 资质情况 项目名称 承接规模 
（MW） 占比 

1 
内蒙古东冉电

力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民营企业 

2002 年 5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7,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环城高速

三道井子出口对过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电力工程施工

总承包二级，特种工

程(特殊设备的起重

吊装)专业承包不分

等级 

赤峰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翁牛特旗马架

子 1.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赤峰能瑞新

能源有限公司赤峰二道河子 1 万千瓦风

水互补分散式风电项目、赤峰能瑞新能

源有限公司克什克腾旗敖包山 3.7MW
分散式风电项目、赤峰翁牛特旗老哈河

0.9 万千瓦分散式风电项目 

24.20 1.98% 

2 
南通华荣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1996 年 1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30,018 万元，注册地址为

南通市崇川区城港路 200 号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一级,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消
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工程设计建筑行

业甲级 

乌兰察布市嘉润新能源有限公司丰镇市

新城湾 3 万千瓦分散式风电项目 
30.00 2.46% 

3 

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黑龙江省

火电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 

1996 年 4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

山路 37 号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防水防腐

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建筑工程施工总

锡林浩特市风力电开发有限公司

3.6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3.6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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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企业性质 基本情况 资质情况 项目名称 承接规模 
（MW） 占比 

承包二级； 电力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 

4 
福建永福电力

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 

1994 年 3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10,2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海西科技园高新大道 3 号 

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热

力工程专业丙级，工

程设计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乙级；工程

设计电力行业甲级；

工程勘察工程测量专

业甲级，工程勘察水

文地质勘察专业甲

级，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专业甲级 

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金地 10MW分散式

风电项目、和林格尔县盛乐 10MW 分散

式风电项目、清水河县中萃石湾子

1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30.00 2.46% 

5 
中地寅岗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2006 年 5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5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

区青工南路（第三功能小区）

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热

力工程专业丙级，工

程设计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乙级；工程

设计电力行业甲级；

工程勘察工程测量专

业甲级，工程勘察水

文地质勘察专业甲

级，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专业甲级 

鄂托克旗天瑞阿尔巴斯 10MW分散式风

电项目、乌审旗天瑞乌审 5MW 分散式

风电项目、包头市 2019 年度分散式风电

项目１号 20MW 项目 

40.00 3.28% 

6 
内蒙古佳木建

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民营企业 

2017 年 4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1,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

开发区银河南街千家和众新

家园 29 号楼 1 单元 12 楼西

户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巴彦淖尔市能德风电有限公司乌拉特中

旗新忽热 1 万千瓦分散式风电项目 
10.00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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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企业性质 基本情况 资质情况 项目名称 承接规模 
（MW） 占比 

7 
内蒙古电力建

设（集团）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

公司 

2015 年 6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66,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鄂尔多斯大街 29 中西巷

凌云大厦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工程设计电力

行业甲级 

华能乌拉特前旗 10MW分散式风电项目

主体工程及外送线路施工总承包 
10.00 0.82% 

8 
河南中核五院

研究设计有限

公司 
国有控股 

1993 年 8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7,899.31 万元，注册地址

为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东路 96
号 

 工程监理化工石油

工程专业乙级；工程

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

业甲级，工程监理市

政公用工程专业甲

级，工程监理电力工

程专业甲级；工程设

计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甲级，工程设计

环境工程专项（水污

染防治工程）甲级；

工程设计电力行业新

能源发电专业乙级，

工程设计建筑行业

（人防工程）乙级，

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

水工程专业乙级，工

程设计市政行业排水

工程专业乙级，工程

设计市政行业热力工

程专业乙级，工程设

计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专业乙级，工程设计

中核汇能化德县康德 40MW分散式风电

项目 EPC 总承包 
40.00 3.28% 



5-1-4-23 

序

号 名称 企业性质 基本情况 资质情况 项目名称 承接规模 
（MW） 占比 

电力行业火力发电

（含核电站常规岛设

计）专业乙级 

9 
中国铁建电气

化局集团北方

工程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子

公司 

2009 年 8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6,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太

原市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

369 号 19 幢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一级，通信

工程施工总承包二

级，消防设施工程专

业承包一级，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电力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铁

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

包一级，铁路电务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输

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 

丰镇市乾元新能源有限公司丰镇市润字

3 万千瓦分散式风电项目 
30.00 2.46% 

10 金麒麟 民营企业 

2005 年 2 月成立，注册资本

为 5,360 万元，注册地址为辽

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巴山路

48-2 号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电力行业（新

能源发电）专业乙级、

承装类三级、承修类

三级、承试类三级 

通辽市金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科尔沁区

哈达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通辽市聚

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科尔沁区 33.5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通辽市龙城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科尔沁区河西 50MW分散式风

电项目、通辽市汇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163.50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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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企业性质 基本情况 资质情况 项目名称 承接规模 
（MW） 占比 

司开发区城园 5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注 1：由于部分新能源电站的中标信息可能未在互联网公开披露，因此上述统计可能并不不完整； 

注 2：上表中的占比数据，系基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分散式风电（2019~2020 年）开发建设规划的通知》中载明的 2019-202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分散式风电建设规划的总规模 122 万千瓦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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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与主要竞争对手竞争优劣势的比较 

根据发行人说明，与区域内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在于除

工程施工总承包服务外，公司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涵盖项目前期选址规划、地址勘

察、接入并网分析、支持性文件编制、协助办理政府批复文件，以及项目后期智

能化运维的全流程服务，对行业政策、区域内新能源电站建设条件、项目前期开

发流程等有深入了解。 

根据发行人说明，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公司的竞争劣势主要是作为新能源

领域的民营企业，受限于公司的资产和利润规模，主要依靠内部利润积累、银行

贷款和股东增资的方式进行融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资金实力相对较弱。 

（八）发行人近 24 个月内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持续经营是否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收入测算数据，2019、2020 年度，公司新能源电站建

设管理解决方案业务（光伏、风电系统解决方案）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60.31%、82.05%、93.34%，占比较高且持续上升，最近 24 个月内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持续经营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 《第二轮审查问询函》问题 2.出让赤峰公司及承接其项目的商业合理性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赤峰公司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MWp 太阳能光伏扶贫

发电项目”（以下简称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业主单位。2018 年 1 月

之前，赤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丁闵及其配偶张锐，丁闵、张锐通过辽宁金色能

源有限公司间接控制赤峰公司 100%股权。2018 年 1 月，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

圳）有限公司以零元收购辽宁金色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实际控制了赤峰公司。

除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外，赤峰公司未取得其他同类型项目。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通过招标方式承接了赤峰公司前述项目，发行人承接该项目后，赤峰

公司与发行人对合同进行修改，由赤峰公司自主采购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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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获取的背景及合规性。请发行人补充披露：①赤峰公司获取翁牛特

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具体时间，是否为获得该扶贫项目专门设立，该公司获

取该项目系通过向所在地主管部门备案方式获取，前述方式是否合法合规，是否

符合行业惯例，其是否具备获取项目的资格。②赤峰公司成为该项目业主单位的

具体条件，业主单位与该项目的产权关系。 

（2）中广核新能源公司收购赤峰公司的真实性、合理性。根据首轮问询回复，

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投资金额近 4 亿元，丁闽、张锐因存在资金缺口以

零元对价将赤峰公司出让给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但后续开发时，

发行人承建了该光伏扶贫项目且于 2018 年 7 月收到工程款。请发行人：①补充披

露中广核新能源公司收购辽宁金色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原因，说明赤峰公司

在总资产 1279.16 万元、净资产 14.59 万元的情况下 0 元转让股权的合理性与真实

性。②中广核新能源公司在“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兆瓦项目”中的实质角色及贡献。

③说明丁闵、张锐及赤峰公司在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获取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合理性，发行人后续承建该项目的资金来源，并结合发行人承建中承

担的项目成本情况，说明在发行人具备承建能力、垫资能力的情况下，公司实际

控制人出让赤峰公司的商业合理性。④请发行人提供辽宁金色能源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合同及相关协议。 

（3）发行人与赤峰公司的交易情况。请发行人：①说明赤峰公司转让后，公

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取得了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 EPC 工程项目是

否合法合规，补充提供招标时公开的信息以及其他参与招标方，并披露主要情况。

②说明赤峰公司是否将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除采购光伏组件外）全部

外包给公司，若是，说明上述模式是否构成转包，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③说明赤峰公司在合同签订 4 个月后改为自主采购光伏组件的原因，是否表明发

行人不具备独立按时完成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资金实力。④赤峰公司

应收账款 2019 年末与 2020 年末账面余额均为 1,319.83 万元，请补充披露赤峰公

司 2020 年未回款原因及该笔款项期后回款情况；公开发行说明书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账龄 1 至 2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99.80 万元，请核对金额是否准确，

说明是否包括对赤峰公司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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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请申报会计师对（3）④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取得发展改革部门备案的相关情况 

1. 赤峰公司取得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备案的时间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赤峰公司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作出《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2. 成立赤峰公司的目的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gsxt.gov.cn）的查询，2016 年

10 月 14 日，赤峰公司成立。 

根据本所律师对丁闵、张锐夫妇的访谈，其通过辽宁金色能源有限公司成立

赤峰公司的目的为看好翁牛特旗地区良好的光照资源，并有意在周边地区寻找投

资光伏电站的机会，在不断寻找市场机会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了投资建设翁牛特

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目标和方向，并非专门为获得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

瓦项目而成立。 

3. 赤峰公司通过发展改革部门备案取得项目的合规性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由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

门备案。根据《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光伏发电项目不属于

需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管理。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区太阳能发电项目实行盟市备

案管理的通知》，太阳能发电项目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实行备案管理。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赤峰公司通过取得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

蒙古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的方式获得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

符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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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区太阳能发电项目实行盟市备案管

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4. 赤峰公司通过发展改革部门备案取得项目符合行业惯例 

根据本所律师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的检索，通过发展改革部门备案获得

光伏发电项目的部分案例如下： 

上市公司 通过发展改革部门备案获得光伏发电电站项目的情形 

晶科科技（601778） 

下属子公司就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渔光互补 110MW 光伏发电项目取得

铜陵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铜陵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就

清远市三排镇 100MW 农光互补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取得连南瑶族自治县

经济发展促进局出具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就金塔县 49MW
光伏发电项目取得酒泉市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甘肃省投资项目

备案证》，就渭南市白水县西固镇 200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取得渭南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就讷河

市 125.3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取得讷河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投资

项目备案书》 

ST 猛狮（002684） 
下属子公司所开发的吉木萨尔县 50MW 光伏发电项目于 2020 年 7 月取

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备案登记 

林洋能源（601222） 
下属子公司经连云港灌云县发改委备案同意建设灌云永贯 98MW 光伏发

电项目 

中环股份（002129） 
下属子公司就秦皇岛市青龙陈杖子 30MW（一期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取得河北省青龙县发改委备案证（青发改备字〔2016〕6 号），取得建

设指标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赤峰公司通过发展改革部门备案的方式取得翁牛

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符合行业惯例。 

5. 赤峰公司通过发展改革部门备案取得项目的具体条件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区太阳能发电项目实行盟市备

案管理的通知》，太阳能发电项目备案需具备甲级资质工程咨询单位编制的备案

申请报告及维稳部门出具的项目社会稳定低风险认定意见。 

为向发展改革部门申请备案文件，赤峰公司聘请具备甲级工程咨询单位资质

的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出具了《赤峰新金色能源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光伏扶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翁牛特旗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赤峰新金

色能源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MW 太阳能光伏扶贫发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报告》，确认该项目的风险等级为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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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赤峰公司通过发展改革部门备案取得翁牛特旗旗

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区太阳能发电

项目实行盟市备案管理的通知》所规定的具体条件。 

6. 赤峰公司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业主单位，享有该项目的所有

权 

根据赤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赤峰公司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作出

的《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及赤峰公司就该项目同金麒麟签署

的 EPC 合同，赤峰公司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业主单位，享有该项目

电站资产的所有权。 

（二）中广核新能源收购赤峰公司的真实性、合理性 

根据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

分公司的确认及本所律师对丁闵、张锐的访谈，2018 年 1 月，中广核新能源通过

收购丁闵、张锐所持有的辽宁金色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继而收购了赤峰公

司 74%的股权，实现了对赤峰公司的控制。 

1. 中广核新能源收购赤峰公司的原因及股权转让价格的真实性、合理性 

根据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的书面确认，中广核新能源收购赤峰公司的

原因为，经过经济测算看好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光伏扶贫项目的盈利前景。 

根据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的书面确认，中广核新能源收购赤峰公司的

对价为零元；当时赤峰公司的主要资产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光伏扶贫项目

土地平整等在建工程，且对应的工程款并未向承包方支付，因此股权转让款为零

元，相关价格具有合理性。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中广核新能源收购赤峰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真实、

合理。 

2. 中广核新能源在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光伏扶贫项目中的实质性角色

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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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的书面确认，其在该项目中的角色为：委派

专业人员至赤峰公司履行业主职责，监督 EPC 总包方、监理方切实履行职责；为

赤峰公司建设运营该项目筹措资金；协调当地政府部门为该项目办理相关审批手

续；确保电站的运营安全及按时支付扶贫资金。 

3. 丁闵、张锐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赤峰公司获取翁牛特旗杆嘎查 60 兆瓦

项目的合理性 

根据本所律师对丁闵、张锐夫妇的访谈，其看好新能源电站发展前景，并有

意寻找投资新能源电站的机会；而光伏电站电站实行备案制，根据内蒙古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区太阳能发电项目实行盟市备案管理的通知》，光伏

电站备案对于业主单位的资金实力方面未设置前提条件。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丁闵、张锐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赤峰公司获

取翁牛特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具备合理性。 

4. 发行人承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 EPC 工程的合理性及丁闵、张

锐出让赤峰公司权益的合理性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其提供的相关财务测算表格，就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

项目，发行人均在客户回款后再支付该项目的相关成本，发行人并未发生垫资承

建项目的情形。因此，在资金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发行人承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 EPC 工程具有合理性。 

根据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的书面确认和本所律师对丁闵和张锐夫妇的

访谈，丁闵和张锐夫妇转让赤峰公司权益的原因系丁闵和张锐夫妇资金实力有限，

短时间内无法筹集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建设资金。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在丁闵、张锐夫妇及其控制的发行人资金实力有

限的情况下，发行人承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 EPC 工程、丁闵和张锐夫

妇出让赤峰公司权益具有合理性。 

（三）发行人与赤峰公司的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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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参与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光伏扶贫项目 EPC 工程投标的相关

情况 

根据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的书面确认， 2018年1月其收购赤峰公司后，

赤峰公司委托辽宁文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就翁牛特

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 EPC 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 

根据招标代理机构的书面确认及相关招投标文件，本次公开招标的具体情况

如下： 

发布招标公告 
2018 年 1 月 19 日，招标代理机构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chinabidding.cn）
发布了该项目公开招标的招标公告。招标公告包括了招标范围、计划工期、

投标人资格、招标文件获取、投标文件的递交等具体内容 

投标人 共有三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该项目投标，该三家企业为：金麒麟、中北建

工有限公司、沈阳飞驰电气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开标和评标 
2018 年 3 月 8 日，招标代理机构组织了该项目的开标、评标仪式，最终经

评标委员会评审向招标人推荐了三名中标候选人，并提供了评标报告和全过

程评标记录  

确定中标人 最终由招标人确定评分排名第一的金麒麟为本项目的中标人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取得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 EPC 工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赤峰公司将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除采购光伏组件外）EPC 工

程全部发包给发行人不构成转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筑工程的设

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将建筑工程设计、

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赤峰公司作为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目的业

主单位，有权将该项目的 EPC 工程一并发包给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的相关规定。 

3. 说明赤峰公司在 EPC 合同签订后改为业主单位直接采购光伏组件的原因

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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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广核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的书面确认，在翁牛特旗旗杆嘎查 60 兆瓦项

目 EPC 工程发包后，由于其内部开始实行大额物资集中采购，因此协商改为由业

主单位直接采购光伏组件；该等改变和发行人承揽 EPC 项目的资金实力无关。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赤峰公司在 EPC 合同签订后改为自主采购光伏组

件具有合理性，和发行人承揽 EPC 项目的资金实力无关。 

三、 《第二轮审查问询函》问题 3.拟入职员工参与股权激励的合理性 

根据公开发行说明书及首轮问询回复，为吸引外部人才加盟，2019 年 5 月至

6 月发行人对部分员工开展股份支付，其中曹鹏、董志刚、李维山、李强、刘子华、

王鼎新等 6 名自然人作为拟入职员工参与本次股份支付，并在股份支付实施前正

式入职。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上述 6 人的工作履历、学历背景，上述 6 人未入职

前即享受员工股权激励的原因，是否存在为他人代持股份的情况，若有，披露股

份代持情况。（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 6 人的近亲属是否在

公司客户任职的情况，若有，披露近亲属姓名、职位、客户名称、项目名称、合

同金额。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曹鹏、董志刚、李维山、李强、刘子华、王鼎新等 6 名自然人在发行

人处的任职、工作履历、学历背景 

根据曹鹏、董志刚、李维山、李强、刘子华、王鼎新提供的简历及发行人说

明，该 6 名自然人在发行人处的职位、工作履历、学历背景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

处的任职 入职金麒麟之前的工作履历 学历背景 

曹鹏 董事长助理 

2001 年 11 月至 2009 年 3 月，任辽宁中宜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2009 年 3 月至 2015 年 11 月，任华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辽宁分所高级经理；2015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高级项

目经理 

抚顺石油学院

会计学本科 

董志刚 工程部经理 
1999 年 4 月至 2001 年 6 月，沈阳鸿赫洋塑钢窗有限公

司，任保管员、施工员、生产经理；2001 年 7 月至 2002
东北大学土木

工程（网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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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中建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员；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8 月，辽宁六荟装饰装修有限公司，任资

料员、技术负责人；2003 年 9 月至 2008 年 12 月，沈阳

天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任项目经理；2009 年 3 月至

2011 年 1 月，澳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6 月，沈阳建筑装饰装修有限公

司，任项目经理。2012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任沈阳

盈嘉誉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 

育）本科 

李维山 
新能源公共

事业部总

监 

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大连亿蓝德科技有限工

程软件工程师；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鞍山荣

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2011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沈阳金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东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本科 

李强 设计部经理 

2002 年 8 月-2005 年 2 月，任沈阳航天新新集团研究院

设计；2005 年 3 月-2013 年 4 月，任沈阳远大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欧洲分公司主设计；2013 年 5 月-2015 年 6 月，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主设计；2015 年 7 月

-2018 年 8 月，沈阳宝能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经理；2018
年 9 月-2019 年 5 月，任深圳奥瑞思建筑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主设计；2019 年 5 月-2019 年 7 月，任无锡恒尚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设计 

辽宁工学院机

械电子工程专

业本科 

刘子华 运维经理 
2009 年 5 月至 2019 年 7 月，历任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

限公司沈阳电气分公司项目经理、办事处主任、市场部

经理 

长春工业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科 

王鼎新 
原采购专员

[注] 

2011 年 7 月至 2019 年 1 月，历任辽宁大唐国际阜新煤

制天然气公司采购管理、转岗培训、仓库管理职务；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大唐能源化工营销公司阜新

服务部采购主管 

辽宁石油化工

大学顺华能源

学院市场营销

专业本科 

注：王鼎新于 2020 年 4 月自发行人处离职，并已将其持有的沈阳同盛财产份额转让给了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张锐。 

（二）上述 6 人未入职前即享受员工股权激励的原因，不存在为他人代持财

产份额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说明、本所律师对上述 6 人的访谈、该等 6 人入职前签署的《关

于员工持股的意向协议》及其购买沈阳同盛财产份额的相关文件，2019 年上半年，

发行人为储备人才，在洽谈招聘事宜时以在持股平台持有权益作为条件；在上述 6

人正式入职金麒麟后，发行人于 2019 年 12 月安排该等人员正式取得沈阳同盛的

财产份额。 

根据本所律师同上述 6 人的访谈，其于 2019 年 12 月获得的沈阳同盛财产份

额均为个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为他人代持财产份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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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 6 人的近亲属不存在在发

行人客户处任职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 6 人填写的近亲属任职情况

调查表，并经查验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客户清单，除下表所列情形外，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 6 人的近亲属不存在在发行人客户处任职的情

况。 

相关近亲属的任职情况 发行人在该等任职单位承揽业务的情况 
发行人设计部经理李强的配偶担任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东陵支公司综

合部费用核算岗职务 

2018 年度，发行人曾承揽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驻一汽集团支公

司维修改造工程，实际结算金额 119.88 万元 

根据本所律师对李强的访谈，其本人及其亲属未为发行人承揽上述项目提供

便利，也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或利益输送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共四份，无副本。（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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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麒麟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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