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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康达法意字[2021]第 0047 号 

致：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晨

曦航空”）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

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依上下文而定）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并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和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2021 年 1 月 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出

具了《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

函》（审核函[2021]020003 号，下称“《审核问询函》”）。为此，本所律师现

就《审核问询函》要求本所律师核查的事项，出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下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就《审核问询函》涉及有关问题进行回复。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行说明外，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文义另

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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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职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查验与验证的基础上，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 7 

2020 年 9 月 29 日，发行人披露《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将募集资金项目“新型直升机研发及小批量试制项目”名称调

整为“直升机研发中心项目”、更新项目建设期、对项目投资内容进行内部结

构调整。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上述募投项目名称变更的背景、原因，项目内部结构调

整的具体内容，本次预案修订不涉及重大事项调整的判断依据、合理性。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给出以下回复： 

一、募投项目名称变更的背景、原因 

为准确反映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发行人根据溧水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规范投

资项目名称的指导建议，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型直升机研发及小批量试制项

目”名称调整为“直升机研发中心项目”，发行人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取得了南

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溧审批投备[2020]671 号投资项目备案证。 

二、项目内部结构调整的具体内容及背景 

根据预案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本次募投项目的内部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在删

减试验机坪、机场和直升机机库建设内容的同时，新增齿轮传动零部件加工工序

相关设备投入及装配试制场地建设内容，此外对应更新调整了小部分工艺设备和

工具的采购数量和单价，总投资额保持不变，具备合理性，具体调整内容及分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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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地投入的调整 

基于公司对募投项目整体规划的考虑以及对部分需要特殊加工工艺的齿轮

传动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和交期等实际需求的情况，为保证重要零部件供应的自主

可控，公司决定自主加工该等齿轮传动零部件，因此需新增投入齿轮传动零部件

研发加工、试验和保障设备，并对应增加投入 6,265.02 ㎡试制装配场地。同时公

司调查发现周边试飞场地、空域政策正在逐步规范，公司决定不再大额投入建设

试飞场地，可以另外视实际需求采取租赁形式，大幅降低公司投入成本。 

受上述变化的综合影响，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在募集

资金总额度的基础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适当调整了募投项目部分内部结

构，在新增齿轮传动零部件相关设备投入和 6,265.02 ㎡试制装配场地投入的同

时，调减了试飞场地等配套设施投入，对应取消原规划的 5,000 ㎡试验机坪、

90,000 ㎡机场及 2,500 ㎡直升机机库建设。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的场地投入费用由 13,870.84 元调整为 7,452.51 元，

场地总建筑面积由“11,140 ㎡的厂房综合楼（含研发试制厂房、机库等）和 95,000

㎡的试验机坪及机场”调整为“14,905.02 ㎡的厂房综合楼”。场地投入的投资

内容、面积、投资金额的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变更后场地投入明细 

序号 投资内容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投资总额（万元） 

1 场地土建 14,905.02 2,000.00 2,981.00 

1.1 科研试验场地 1,920.00 2,000.00 384.00 

1.2 试制装配场地 12,985.02 2,000.00 2,597.00 

2 场地装修 14,905.02 3,000.00 4,471.51 

 合计 — — 7,452.51 

变更前场地投入明细 

序号 投资内容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投资总额（万元） 

1 场地土建 11,140.00 2,000.00 2,228.00 

1.1 科研试验场地 1,920.00 2,000.00 384.00 

1.2 试制装配场地 6,720.00 2,000.00 1,344.00 

1.3 直升机机库 2,500.00 2,000.00 500.00 

2 场地装修 11,140.00 3,000.00 3,342.00 

3 试验机坪及机场 95,000.00 452.00 2,147.00 

3.1 试验机坪 5,000.00 226.00 113.00 

3.2 机场 90,000.00 226.00 2,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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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投入 123,076.80 500.00 6,153.84 

 合计 — — 13,870.84 

变更前后场地投入变化明细 

序号 投资内容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投资总额（万元） 

1 场地土建 3,765.02 — 753.00 

1.1 科研试验场地 — — — 

1.2 试制装配场地 6,265.02 — 1,253.00 

1.3 直升机机库 -2,500.00 -2,000.00 -500.00 

2 场地装修 3,765.02 — 1,129.51 

3 试验机坪及机场 -95,000.00 -452.00 -2,147.00 

3.1 试验机坪 -5,000.00 -226.00 -113.00 

3.2 机场 -90,000.00 -226.00 -2,034.00 

4 土地投入 -123,076.80 -500.00 -6,153.84 

（二）设备及样机部件购置投入的调整 

发行人设备及样机部件购置投入由 28,157.00 万元调整为 34,575.33 万元，主

要由于新增齿轮传动零部件研发加工、试验和保障设备 13 台/套，合计 6,844.33

万元，用于发行人调整为自主加工的齿轮传动零部件加工工序。同时，公司根据

实际情况更新调整了小部分工艺设备的采购数量和单价，合计调减投入 426.00

万元，设备及样机部件购置投入内容、数量、金额的具体调整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投资总额 

（万元） 

新增齿轮传动零部件研发加工、试验和保障设备 

1 研发加工设备 台 9 — 6,610.00 

1.1 插齿机（小） 台 1 540.00 540.00 

1.2 插齿机（大） 台 1 760.00 760.00 

1.3 珩磨机 台 1 610.00 610.00 

1.4 滚齿机（小） 台 1 680.00 680.00 

1.5 滚齿机（大） 台 1 1,140.00 1,140.00 

1.6 磨齿机 台 1 1,180.00 1,180.00 

1.7 卧式磨床 台 1 490.00 490.00 

1.8 立式磨床 台 1 790.00 790.00 

1.9 齿检仪 台 1 420.00 420.00 

2 试验设备 套 1 — 150.00 

2.1 传动试验器 套 1 150.00 150.00 

3 保障设备 台/套 3 — 84.33 

3.1 扳手、套筒类手动工具 套 1 4.33 4.33 

3.2 试验车 台 2 40.00 80.00 

合计 — 13 — 6,8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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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工艺设备和工具采购数量和单价更新调整 

小部分工艺设备和工具 台/套 — — -426.00 

总计 — — — 6,418.33 

三、本次预案修订不涉及重大事项调整的判断依据、合理性 

根据 2020 年 9 月 27 日发行人刊登的《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及预案，本次预案的具体修订情

况如下： 

预案章节 章节内容 主要修订情况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更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批情况，更新募集资

金项目的名称 

释义 释义 更新报告期 

第一节本次发行股

票方案概要 

二、本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八、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

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更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批情况，更新募集资

金项目的名称 

第二节董事会关于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概况 更新募集资金项目的名称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补充披露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 

根据项目立项备案进展情

况，更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名称，更新项目建设期。 

由于拟终止与南京润科等的

战略合作，项目投资内容进

行内部结构调整，投资总额

及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不

变。 

以上更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四、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经营业务和财

务状况的影响 

更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

称 

第四节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相关风险 
一、募集资金运用的风险 

更新报告期数据 

更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批情况 

更新募集资金项目的名称 

第六节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董事会声明

及承诺事项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情况和采取措施及相关的主体承诺 
更新募集资金项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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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预案修订不涉及对发行方案的实质修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预案修订不涉及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的实质修改，即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时间、发行对象、限售期、募

集资金总额等发行方案主要内容不变；也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7 条规定的证券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包

括“（1）增加募集资金数额；（2）增加新的募投项目；（3）增加发行对象及

认购数量；（4）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不变，仅调整募投项目名称及内部结构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名称系根据南京市

溧水区行政审批局规范投资项目名称的指导建议而进行，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

系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而进行，前述调整旨在实施募投项目计划，未取消或

者终止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新项目，不存在变更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3.14

条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第 27 条规定的视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

形。 

（三）发行人就上述修订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8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授权

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

事宜，包括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具体投资安

排、募集资金注资方式等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2020 年 9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关于

对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内容进行内部结构调

整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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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关于对 2020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内容进行内部结构调整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发行人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以及已获得的项目备案证等文件； 

2.查阅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以及独

立董事出具的意见。 

3.对发行人募投项目具体负责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周边试飞场地、空域政

策，并询问了发行人新增齿轮传动零部件加工工序相关研发加工、试验、保障设

备以及对应装配试制场地，同时调整小部分工艺设备和工具投入数量和单价的必

要性和合理性。 

4.结合预案内容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证

券发行注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核

实并对比了预案修订前后变化情况，判断预案修订是否属于重大事项调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预案修订不涉及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实质修改，即发

行价格、发行方式、发行时间、发行对象、限售期、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方案主

要内容不变；也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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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规定的证券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未发生改

变，发行人除调整募投项目名称及内部结构外，不存在取消或者终止原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新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3.14 条及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制度》第 27 条规定的视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发行人就上述修

订已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独立董事对相关内容发表了独立意见。综上，本次预

案修订不涉及重大事项调整。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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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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