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86 号汇商大厦 15 层
电话：021-50430980

邮编：200135

传真：021-50432907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4-3-1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泽昌证字 2019-04-07-03

致：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
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为发行人本次
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出具了《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
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
意见书》”）及《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中国证监会下发 192508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要求律师对发行人相关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及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情况有新的变化，根据发行人的要求，
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相关事项查证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
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
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为
准，本所律师在前述法律文件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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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与本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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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问题 7：请申请人说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的基本情
况及具体用途、还款资金来源是否充裕，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对其控股地位是
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基本情况、具体用途及还款资金
来源是否充裕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基本情况、具体用途
根据道恩股份的公告、质押合同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
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道恩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基本情况
如下：
质押人

道恩集
团

韩丽梅

合计

质押股数

质权人名称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6,400.0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17.08.28

2020.08.27

6,400.0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17.09.19

2020.09.18

1,920.00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2018.01.11

--

3,424.00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8.03.14

2021.03.12

1,600.00

申港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9.06.12

2020.01.30

19,744.00

-

-

-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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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融资用途

投资或生产经
营需要

投资或生产经
营需要

-

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道恩股份 28,140.76 万股，占道恩股份股本
总数的 69.79%，其中质押 19,744.00 万股，占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持股总数的
70.16%，占道恩股份总股本的 48.97%。
2、还款资金来源是否充裕
道恩集团及韩丽梅财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充裕，具体如下：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已质押股份外，道恩股份控股股东
道恩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韩丽梅仍有 8,396.76 万股未进行质押，占其持有的道恩股
份股票数量的 29.84%，占道恩股份总股本的 20.83%。以 2019 年 11 月 22 日收
盘价 10.18 元/股计算，尚未质押股票市值约 85,478.98 万元，债务履约能力较强。
（2）根据道恩股份 2016 年至 2018 年现金分红情况，道恩股份控股股东道
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韩丽梅累计获得含税现金分红 4,613.46 万元，其具备一定
的资金实力。稳定的分红保障了公司控股股东的偿债能力，能够覆盖当期股权质
押利息的偿付需求。
（3）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道恩股份控股股东道恩集团未经审计净资产
为 424,324.86 万元，韩丽梅除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外，还通过道恩集团
控制多家公司并积累了包括现金、房产在内等其他资产。
（4）根据《个人信用报告》，截至 2019 年 11 月 12 日，韩丽梅征信情况良
好，不存在逾期情形。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截至 2019 年 11 月 12 日，道恩
集团不存在不良和违约负债。
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道恩集团和韩丽梅未发生
过不良或违约类贷款，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用状况良好。
综上，道恩集团和韩丽梅未质押部分股票市值远高于股票质押融资总金额，
且道恩股份持续现金分红为控股股东带来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道恩集团和韩丽
梅除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外，还持有多家公司股权。因此针对现有融资金额，道恩
股份控股股东还款资金来源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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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对其控股地位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平仓风险较低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道恩集团、韩丽梅投资持有的道恩股份股
票质押情况如下：
出质人

质权人

质押数量
（万股）

初始交易金额
（万元）

覆盖率

警戒线

平仓线

道恩集团

银河证券

6,400.00

25,234.00

258.19%

190%

170%

道恩集团

银河证券

6,400.00

24,760.40

263.13%

190%

170%

韩丽梅

平安银行

1,920.00

韩丽梅

海通证券

3,424.00

16,300.00

213.84%

170%

150%

韩丽梅

申港证券

1,600.00

5,000.00

325.76%

180%

160%

未约定

注：覆盖率=质押股票数量*2019 年 11 月 22 日收盘价（10.18 元/股）/初始交易金额。
韩丽梅向平安银行质押 1,920 万股系为道恩集团借款提供担保，未约定平仓线和警戒线。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票质押覆盖率超过预警线及平仓线。若
因二级市场大幅波动，股价触及平仓线，道恩集团和韩丽梅仍可将其持有的道恩
股份中未质押的股票进行补充质押。同时道恩集团和韩丽梅还款资金充裕，如有
需要，控股股东可与质权人协商，采用提前偿还借款、补充质押或补充其他担保
物等方式避免出现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稳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于晓宁、韩丽梅
夫妇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 281,407,562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69.79%，累计质押
197,440,000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比例为 48.97%，占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比例为 70.16%。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股东名册，除道恩集团和韩丽梅以
外，发行人其他股东单独持有持股比例远低于 5%，相较于晓宁、韩丽梅夫妇存
在显著差距，发行人控制权稳定。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股权质押融资风险及维持控制地位的事宜
出具了《关于股权质押融资风险及持续维持控制地位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内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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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本人以所控制的股票提供质押进行的
融资不存在逾期偿还或者其他违约情形、风险事件；
2、道恩股份控制权是本公司/本人所持有的核心资产，本公司/本人将积极采
取合法、有效的方式，持续确保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保证不会因逾期偿还或其
他违约情形、风险事件导致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股票被质权人行使质押权，从
而避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公司/本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按期对所负债务进行清偿并解除股权质
押的能力，本公司/本人将按期偿还质押借款本息并解除股权质押，确保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4、本公司/本人将积极关注二级市场走势，及时做好预警工作并灵活调动整
体融资安排，若本公司/本人所持公司股票触及平仓线，本公司/本人将采取提前
偿还融资款项、追加保证金、补充提供担保物或提前回购所质押的股份等合法措
施，避免因本公司/本人所持上市公司股票被处置而导致的平仓风险，确保上市
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的用途
为投资或生产经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充足，并有相应的还款计
划。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平仓风险，不会对控股
地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反馈问题 8：请申请人补充说明申请人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
处罚及相应采取的整改措施情况，相关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
报告期内，发行人自身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发行人的子公司受到的行政
处罚及相应采取的整改措施情况如下：
（一）2019 年 2 月 25 日海尔新材料处罚事项
2019年2月25日，海尔新材料因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形下
进行南侧一处钢混机构厂房的建设，被胶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下达了胶综法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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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201900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罚款人民币2,457,553元的
行政处罚。
海尔新材料已就本次违法行为进行了积极整改。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书》后，海尔新材料按期足额缴纳了罚款，并按照《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
律法规规定补办了相关建设手续，且已于2019年4月15日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2019年8月23日，胶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就本次处罚事宜出具了专项证明，
认为海尔新材料已积极整改，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海尔新材料的上
述违法情节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上述行政处罚不构成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
（二）2019 年 5 月 25 日海尔新材料处罚事项
2019年5月23日，海尔新材料因未按照规定办理车间的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工，被胶州市城乡建设局下达了胶建
行处字[2019]第48号《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处以警告、罚款251,000元人
民币、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
海尔新材料已就本次违法行为进行了积极整改。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书》后，海尔新材料按期足额缴纳了罚款，并于2019年6月11日已办理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建设手续。
2019年8月16日，胶州市城乡建设局就本次处罚事宜出具了专项证明，认为
海尔新材料的上述违法行为情节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鉴于海尔新材料已经对违法行为进行了积极整改，且对海尔新材料进行处罚
的主管机构认定海尔新材料的上述违法行为情节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本所律师
认为，海尔新材料的上述行为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构成实质性障
碍，发行人的相关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开
发行证券的规定。
三、反馈问题 9：申请人存在部分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情形。请申请人说
明相关房地产用途及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原因，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被处罚的风险，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实施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和律
师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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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子公司海尔新材料已经取得不动产
登记证，发行人及子公司特种弹性体有 3 处房产尚未取得产权证书，详细情况如
下：
房屋
道恩股份 TPV 扩建
项目厂房
改性塑料扩建项目
厂房
道恩弹性体公司厂
房

所有权人
道恩股份

房屋位置

用途

龙口经济开发区道恩
工业园内

“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TPV）
扩建项目”厂房

龙口经济开发区道恩
工业园内
龙口经济开发区道恩
道恩弹性体
工业园内
道恩股份

“年产 3000 吨特种氢化丁腈橡
胶项目”厂房
“改性塑料扩建项目”厂房

（一） 相关房产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原因
道恩弹性体公司厂房主要用于“年产 3000 吨特种氢化丁腈橡胶项目”。2019
年，该项目基本建成，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正处于试生产阶段，目前正在
办理建设工程竣工相关手续；道恩股份 TPV 扩建项目正处于建设中，设计产能
2.1 万吨，目前已形成 1 万吨产能，该项目尚未全部完工，道恩股份将在项目全
部竣工后办理房产手续；因改性塑料扩建项目厂房所坐落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已抵
押给银行，抵押合同编号为 37100620180001911，目前龙口市正在推行土地使用
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两证合一，土地使用权被抵押、土地使用权证亦被抵押在银行
无法取出，导致道恩股份不能如期办理产权证书。
（二）未办妥产证的房产的处罚风险和或有影响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提供的相关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
建设手续，未办妥产证的房产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自建取得，为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占有和使用，无任何第三方要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搬离、拆除或者主张权利，
不存在纠纷，不影响发行人对上述房产的正常使用，针对未办妥产权的房产，发
行人正在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针对未办妥产权证书情形出具承诺，道恩特种
弹性体厂房、道恩股份 TPV 扩建项目厂房、道恩股份改性塑料扩建厂房尚未取
得房产证，系公司自建、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的生产经营性房产。
若因上述房产尚未取得权属证书，道恩股份及道恩特种弹性体受到任何有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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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处罚，或根据相关司法、裁判机关/机构就上述的房产权属所作出的相关
判决、裁定或裁决导致公司及道恩特种弹性体遭受任何经济损失的，本人/本公
司将全额补偿予道恩股份及道恩特种弹性体。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房产系自建取得，无权属纠纷，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情
形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
实施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反馈问题 10：申请人控股股东道恩集团持股 100%的山东道恩钛业有
限公司为申请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保证担保。请申请人补充说
明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是否具备相应的担保能力，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可转债担保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道恩钛业的担保能力
道恩钛业为控股股东道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钛白粉的生产和
销售。截至 2019 年 6 月末，道恩钛业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01,159.27 万元。根据
道恩钛业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企业信用报告》，其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125,520.00 万元，均为对道恩集团提供的担保。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
超过 36,000.00 万元，道恩钛业累计对外担保金额未超过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具备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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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发行人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额
为 10 亿元，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因此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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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保证人道恩钛业出具的《担保函》及《担保合同》，本次可转换公
司债券由保证人道恩钛业提供全额保证担保，该保证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保
证，担保范围为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可转债 100%本金及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担保的受益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以保
障本次可转债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保证人道
恩钛业经审计的净资产额为 301,159.27 万元，根据道恩钛业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企业信用报告》，其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12,520.00 万元，均为对道恩集
团提供的担保。道恩钛业累计对外担保金额未超过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具有足够偿债能力，且不属于证券公司或上市公司。
3、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道恩钛业为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提供保证的基础上择机增加适当增信方式用以保障本次可转债的本息按照约
定如期足额兑付。
本所律师认为，保证人道恩钛业具有履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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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联方
(一)新增关联方
1、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道恩高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工商档
案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道恩高材（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由韩丽梅担任执行董事，宋慧东任监事，其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道恩高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228MA01N81W3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田洪池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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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8 号开发区办公楼 501 室-2693
（经济开发区集中办公区）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及棋牌娱乐
活动）；销售橡胶制品、塑料制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矿产品（不含煤炭及石油制品）；会议服务；商标转让与代理服务；
版权转让与代理服务；软件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专利代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专利代理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发行人持有 100%股权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姓名

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韩丽梅

董事

道恩高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田洪池

董事

道恩高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经理

宋慧东

董事

道恩高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
根据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文件及相关公告，谭健明先生
被聘任为财务总监，原财务总监徐振民先生因个人原因已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
辞职。谭健明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
监，未持有发行人股份，与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不动产登记证
根据海尔新材料提供的证号为“鲁（2019）胶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507 号”
的不动产 登记证 ，其 新取得 的房屋 坐落于 胶州市 海尔路 3 号， 建筑 面积为
13,354.36m2。该不动产登记证合并了海尔新材料编号为“鲁（2016）胶州市不动
产权第 0004604 号”的土地使用权证。
根据海纳新材料提供的证号为“鲁（2019）胶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0908 号”
的不动产登记证，其新取得的土地坐落于胶州市经济开发区跃进河路以南、青连
铁路以西，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61,948.73m2。
（二）注册商标专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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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对注册号为“6433834”的商标办理了展期，展期后
有效期延至 2030 年 3 月 27 日。
（三）被许可注册商标
根据海尔新材料与海尔投资签订的《字号使用许可协议》，海尔新材料企业
字号可使用海尔投资拥有的第 17 类商标“海尔”（注册号 4534792）、“Haier”（注
册号 15652938），许可期限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字号使用许可协议》许可期限已到期，
海尔新材料与海尔投资正在协商签署新的《字号使用许可协议》，若海尔新材料
无法继续获取海尔投资字号授权，将可能对海尔新材料及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影
响，进而影响道恩股份业绩。
同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未经海尔投资授权的情况下，海
尔新材企业字号仍继续使用“海尔”商标，涉嫌侵犯海尔投资合法权益，构成商标
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海尔投资可要求海尔新材料支付超期使用应支付的许可费
用，亦可以追究海尔新材料商标侵权的责任。道恩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
具了承诺，若海尔投资要求海尔新材料支付超期使用应支付的许可费用，或追究
海尔新材商标侵权的责任，将全额对海尔新材料及发行人进行补偿。
（四）租赁的财产
海尔新材料与王宝芷签订的原租赁合同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到期，双方
已续签了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用途为宿舍，租金为 24,000 元/年，租赁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其新增加的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借款及担
保合同如下：
1、2018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签署《授信协议》（编
号为：535XY2019021998），授信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为
2019 年 10 月 23 日发放，借款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10 日，用途为购买原材料。
2019 年 9 月 10 日，道恩集团与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
保书》（合同编号：535XY201902199802），为编号为“535XY2019021998”的《授
信协议》项下 5,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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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0 日，于晓宁与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合同编号：535XY201902199803），为编号为“535XY2019021998”的《授
信协议》项下 5,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2019 年 9 月 10 日，韩丽梅与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合同编号：535XY201902199804），为编号为“535XY2019021998”的《授
信协议》项下 5,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2、2019 年 9 月 25 日，道恩弹性体与青岛银行烟台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
款合同》
（合同编号：88200112019 固借字第 00002 号），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6 个月，借款用于采购设备及支付工程款。
2019 年 8 月 29 日，道恩弹性体与青岛银行烟台分行签署《抵押合同》（合
同编号：88200112019 抵字第 00001 号），以其拥有的编号为“鲁（2017）龙口
市不动产权第 0002747 号”的土地使用权和对应在建工程暂作价 5,340.72 万元，
为合同编号为“88200112019 固借字第 00002 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的
5,340.72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2019 年 9 月 18 日，道恩集团与青岛银行烟台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88200112019 保字第 00002 号），为合同编号为“88200112019 固借字第
00002 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 6,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2019 年 9 月 18 日，于晓宁、韩丽梅与青岛银行烟台分行签署《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为：88200112019 保字第 00003 号），为合同编号为“88200112019 固
借字第 00002 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 6,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八、其他事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相关公告文件，发行人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在发
行人（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本次激励计划尚需发行人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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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之签署页）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石百新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李振涛

刘 波

年

4-3-14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