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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0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出具了《北京

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此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

出具的《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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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16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相关要求，本所出

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2021 年 3 月 16 日，发行人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本所就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以及涉及

《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之回复的修订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尔

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鉴于发行人公告了 2020 年年度报告，本所律师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

就发行人本次发行财务数据更新至 2020年 12 月 31日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了《北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12 号新华保险大厦 6 层 100022 

6/F, NCI Tower, A12 Jianguomenwai Avenue, Beijing 100022, China 

电话  Tel: +86 10 6569 3399  传真  Fax: +86 10 6569 3838 

电邮  Email: beijing@tongshang.com  网址   Web: www.tongsh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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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鉴于发行人公告了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所律师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更新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相关

法律事项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14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

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20150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本所现根

据《落实函》相关要求出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 

除非另有说明或依据上下文应另作解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相关词

语具有与律师工作报告相同的涵义。 

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的工作过程及相关声明请参见律师工

作报告引言部分。基于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

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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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涉房业务。根据申报文件，发行人参股公司阿尔特武汉经营范围包

括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销售。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上市公司及控股公司和

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包括房地产经营开发、是否持有房地产经营开发资质、是

否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相关涉房业务是否已经清理完毕。 

回复： 

一、上市公司及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包括房地产经营开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公司、参股公司

的经营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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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发行人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是否包

括房地产经营开

发 

1 阿尔特 / 

设计、开发汽车整车及发动机、汽车零部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批发汽车

零部件、机械产品、计算机软件。（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汽车；

整车产品研发（含样车制造、检测）。（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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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否 

2 阿尔特日本 100.00% 

对汽车、汽车零部件、附件的企划、造型、开发、工程设计以及其指导和咨询；对汽车、

汽车零部件、附件的试验、生产技术指导以及咨询；中文、英文、日文的口译和笔译以及

翻译文件的编辑、出版；有关汽车的市场调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进出口；与上述有关

的所有业务 

否 

3 长春凯迪 100.00% 汽车整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汽车车身设计、开发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否 

4 希艾益 100.00%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批发汽车零部件、机械产品、计算机软件；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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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否 

5 阿尔特成都 100.00% 

整车汽车技术开发、汽车技术分析、基础材料分析、汽车信息咨询、汽车零部件设计、制

造及销售；新型电动汽车主要部件研发及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否 

6 江西阿尔特 100.00% 

汽车整车及发动机技术、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及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除外）销售；软件开发；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航空设备设计；船舶及其零部件产品

的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7 重庆阿尔特 100.00% 

一般项目：设计、开发汽车整车及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批发汽车零部件、机械产品、计算机软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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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诺昂 100.00% 

从事汽车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配件、机械

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9 阿尔特美国 100.00% 从事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有限责任法规可以进行的任何合法行为或者活动。 否 

10 武汉路驰 100.00% 

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研发、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批零兼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11 天津阿尔特 100.00% 

汽车、汽车零部件、模具、夹具、检具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汽车、汽车零部

件、模具、夹具、检具、汽车模型、增材制造；生产线布置咨询；汽车、汽车零部件、模

具、夹具、检具、焊接设备、机械设备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汽车对标数据设计、销售；3D 打印技术服务；汽车改装（不

含报废汽车拆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12 
广州阿尔特

科技 
100.00%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车辆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机械工程设计

服务;其他工程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金属结构件设计服务;机械技

术开发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否 

13 HHCP 
阿尔特美国持股 

75.00% 
从事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有限责任法规可以进行的任何合法行为或者活动。 否 

14 柳州菱特 70.07%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零

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模

具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否 

15 四川新能源 55.56% 

混合动力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研发、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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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阿尔特宜兴 54.55% 

设计、开发汽车整车及发动机、汽车零部件；汽车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维修

除外）；汽车、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汽车内饰件的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机动车改装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茶具销售；

会议及展览服务；从事科技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

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17 成都智暄 50.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新车

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软件外包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18 广州阿尔特 49.02%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车辆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机械工程设计

服务;其他工程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金属结构件设计服务;机械技

术开发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否 

19 北方凯达 18.97% 

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子产品）、工装设备及电机的制造及销售，整车及汽车零部件、工装设

备的设计、开发，汽车试验、试制；园区公共业务管理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等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20 阿尔特武汉 15.00% 

设计、开发汽车整车及发动机、汽车零部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批发汽车

零部件、机械产品、计算机软件；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的许可证方可经营） 

是 

21 威固阿尔特 4.50% 
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汽车传动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否 

22 普丰云华 12.77%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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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否 

23 艾斯泰克 
阿尔特宜兴持股

10.00% 

整车及零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日用品、皮革制品、五金交电；汽车装饰；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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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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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4 驾享其程 
阿尔特宜兴持股

20.00%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演出经纪；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

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策划；影视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电

脑动画设计；文化咨询；销售化妆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工艺品、电子产品、

首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金属材料、日用杂货、家用电器、文化用品、机械设备、

照相器材、通讯设备。（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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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否 

25 
BEAT 

POWER 
阿尔特日本持股

50.00% 

EV/HEV 系统单元的开发、制造和销售；EV/HEV 系统单元的进出口；EV/HEV 系统单元

的开发业务；EV/HEV 系统单元相关的投资业务；EV/HEV 相关技术人才派遣；上述内容

附带的所有业务。 

否 

26 成都倍力特 
BEAT POWER 持

股 100.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零部

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

部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涉及国家

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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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除发行人参股公司阿尔特武汉的经营范围中含有“房地产开发；商品

房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以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公司、其他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

中均不存在房地产经营开发相关内容。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房地产经营开发资质、是否

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相关涉房业务是否已经清理完毕。 

根据阿尔特武汉出具的说明，阿尔特武汉设立初期曾取得位于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一块土地，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并计划对该土地进行汽车研发中心相

关的工业开发建设，后续因武汉市用地规划调整，上述土地规划用途调整为商业

用地，与阿尔特武汉取得土地时的拟建项目用途不符阿尔特武汉与武汉市土地整

理储备中心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于 2015 年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收回协议书》，上述土地已被政府部门收回并办理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截至

上述土地收回之日，阿尔特武汉并未对上述土地进行任何开发建设。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阿尔特武汉的主营业务为整车及发

动机、零部件的设计开发，主要服务于武汉及周边市场；除上述已收回土地外，

阿尔特武汉未取得或持有任何土地使用权，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未曾独立或

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未实际参与任何房地产经营开发业务。 

除阿尔特武汉以外，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企查查网站、信用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公司、其他参股公司均不具有房地产

开发资质，也未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未实际参与任何房地产经营开发业

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对发行人及其控股公司、参

股公司是否涉及房地产经营开发业务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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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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