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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嘉源（10）-01-071 

敬启者： 

受中航电测委托，本所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并获授权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本所已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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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出具了《关于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

《关于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

意见书》、嘉源（10）-01-002 号《关于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

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嘉源（10）-01-045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合称“原法

律意见书”）。 

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要求发行人补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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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为使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能够

反映发行人在原基准日后的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以下

简称“特定期间”）的变化情况，本所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与上市涉及的相关

法律事宜于特定期间发生的变化及进展进行了补充核查，并依据《公司法》、《证

券法》和《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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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

门规章的规定及有关文件的要求，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依据的事

实的基础上，就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项

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公司

提供的证明和文件。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所有原件与复印件一致，正本与副本一致。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仅对原法律

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需补充部分作出说明，在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

告中已表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目的、原

则以及有关结论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复述。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

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的定义一致。 

本所认为：本所律师作为本次发行与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而需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

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的确认及本所核查，于特定期间发行人的主体资格没有发生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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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核查，于特定期间，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

构、财务方面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三、 发行人的股本 

自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的股本未发生任何变化。 

四、 发行人的业务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业务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公司拥有的特

许经营权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五、 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2010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三届董事会第五次董事会会议；2010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前述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关联

交易： 

1) 公司与汉中中原物业有限公司就物业服务事宜签署《物业服务协议》； 

2) 同意变更公司的年金管理安排，将原由汉航集团管理公司年金变更为

公司自行独立管理； 

3) 公司与上海晟翔就 2010 年度产品销售事宜签署的《购销协议》； 

4) 公司与珠海公司就 2010 年度产品销售事宜签署的《购销协议》； 

5) 同意确认 2006、2007、2008 和 2009 年度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发生的金额较小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同意 2010 年该等关联

交易中的销售总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采购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实际发生金额累计超过前述金额后发生的交易应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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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已在律师工作报告和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但当时尚未完成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前述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会议批准时，关联

董事在董事会会议表决时已履行回避义务，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已履行

回避义务，均未参与表决。上述关联交易已履行全部程序，合法、有效。 

于特定期间，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二）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控股股东汉航集团及公司第二大股东洪都航空未从

事与公司之业务相竞争的经营性业务，亦未控制其它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企

业。 

六、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一） 发行人拥有的房产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

的房产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信息一致，未发生任何变化。 

（二） 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

的土地使用权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信息一致，未发生任何变

化。 

（三） 发行人拥有的商标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两项

境外申请注册的商标已获得授权。具体如下： 

序

号 

商标注

册人 

商标名称 

(图形或文字) 
注册地

注册号或

申请号 
注册类别及商品 

注册有效期

限 

1. 
中航电

测 

 

泰国 729774 

类别：第 9 类 

商品：衡器、测量仪器、电

测量仪器、电阻器、速度指

示器、测压仪器、感应器

2009.5.19- 

201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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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商标注

册人 

商标名称 

(图形或文字) 
注册地

注册号或

申请号 
注册类别及商品 

注册有效期

限 

（电）、衡量器具、秤。 

2. 
中航电

测 

 

新西兰 805112 

类别：第 9 类 

商品：衡器、测量仪器、电

测量仪器、电阻器、速度指

示器、测压仪器、感应器

（电）、衡量器具、秤。 

2009.4.16- 

2019.4.15 

除此之外，发行人拥有的商标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信息

一致，未发生其他任何变化。 

（四） 发行人拥有的专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于特定期间，发行人新增了 10 件专利

申请，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

号 
专利申请日 受理情况 

1.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动静态称重板

式传感器 

200820028

739.3 

2010 年 3 月

18 日 
已受理 

2.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用 TiO2 超细粉

焰熔法人工合

成金红石单晶

的方法和设备

200820030

229.X 

2010 年 3 月

18 日 
已受理 

3.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称重传感器防

转动装置 

200820030

228.5 

2010 年 3 月

18 日 
已受理 

4.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四柱式称重传

感器 

200820030

230.2 

2010 年 3 月

18 日 
已受理 

5.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聚酰亚胺薄膜

基底应变计 

200920031

774.5 

2010 年 3 月

18 日 
已受理 

6.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弯板式动静态

称重传感器 

200920031

775.X 

2010 年 6 月

15 日 
已受理 

7.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双检测系统动

静态称重板 

200920032

073.3 

2010 年 6 月

15 日 
已受理 

8.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玻璃纤维增强

基底应变计 

200920032

060.6 

2010 年 6 月

15 日 
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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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双剪梁式称重

传感器 

200920033

879.4 

2010 年 6 月

15 日 
已受理 

10.  中航电测 实用新型 
一种双剪梁式

称重传感器 

201020134

900.2 

2010 年 6 月

15 日 
已受理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变化

外，发行人拥有的专利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信息一致。 

本所认为，发行人依法拥有上述新增的专利申请权。 

（五） 发行人拥有的域名或网址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

的域名或网址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信息一致，未发生任何变

化。 

（六）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经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

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信息一致，未发生

实质性变化。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上

述主要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者潜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或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七、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采购和销售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签订并仍在履行中的重大采购合

同和销售合同（金额均在 100 万元以上）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和附件

二。 

（二）借款合同 

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借款合同详见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附件三。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补充法律意见书 

3-3-1-9 

（三）其他重大合同 

除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无正在履行中的其他重大合同。 

（四）重大关联交易协议 

除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协议外，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无新增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其他重大债权债务 

1、 重大侵权之债 

经公司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

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2、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1） 其他应收款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2010]第 06175 号《审计报告》和公司

财务报表，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金额较大的前五笔情况

如下表： 

债务人名称 金额（元） 款项性质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300,000.00 上市审计费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   400,000.00 上市律师费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公司   300,000.00 上市券商辅导费 

 李小波   203,000.00 备用金 

 孙卫华   180,000.00 备用金 

合  计 2,383,000.00 —— 

发行人对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中信建投证券公

司的应收款项系上市费用的组成部分，暂列其他应收款，待上市发行成功后，

从发行溢价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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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应付款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2010]第 06175 号《审计报告》和公司

提供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内部往

来款，没有对公司的关联方和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款项。 

经公司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因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综上，本所认为： 

1、 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合法、有效，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潜

在纠纷或重大法律障碍。 

2、 经公司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公司不存在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

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 

3、 经公司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4、 经公司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公司没有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下属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

企业亦无占用公司财产的情况。 

5、 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八、 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公司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进行重大收购兼并、注册资本

变更、合并、分立等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经公司书面确认及本所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没有进行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

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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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发行人的税务 

经公司的确认及本所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税务登记、执行的税种及税率与原法律意见

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信息一致。 

根据汉中市汉台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纳税证明》

和汉中市汉台区地方税务分局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出具的《纳税证明》，说明

公司目前执行的税种及税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最近三年以来直至目

前未有重大漏缴或欠缴税款的情形，也没有因税收事宜而被重大处罚的情况。 

本所认为，自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依法纳税，未有重大漏缴或欠缴税款的情形，未受过税务部门

的重大行政处罚。 

十、 发行人的环保 

根据汉中市环境保护局汉台分局和汉中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分别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能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认真

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污染

物能够达标排放。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期间内未发生过环境

污染事故，无环境违法行为，未受到环境保护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根据本所核查，公司无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特此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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