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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20]海字第 087-2号 

 

致：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委托担任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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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2020]海字第 087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

所关于新华都特种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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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海字第 088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特种电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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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海字第 087-1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1097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问询函》涉及的法律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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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律师工

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事项，以《法律意

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律师工作报告》有差

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

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

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律师工作报告》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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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2.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第三方回款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

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补充列示第三方回款人、

合同约定方的名称和相关关系，主要第三方回款人是否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发行人职工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回复： 

【核查程序】 

1. 了解、测试和评价公司与销售和收款流程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

有效性； 

2. 获取并核对报告期内的第三方回款明细表；获取并查阅相关的销售合同、

发货单、多方代付协议及银行流水； 

3. 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全部的银行流水，抽样追查至销售清单，截取实际

付款方与合同签订方不一致的业务，核对至第三方汇款统计明细表，已核查第三

方回款统计明细记录的完整性； 

4. 获取并查阅了公司、客户及回款方签署的代付货款协议，了解到通过合

同约定第三方回款的主要原因是客户与回款方存在真实的商业往来，客户委托回

款方将应支付给公司的款项代客户支付给公司，客户委托付款行为均具有真实的

交易背景，并通过企查查等公开网站查询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

关联方与付款方、付款方与委托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访谈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了解与付款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董监高、发行人职工与付款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 

【核查结果】 

1.发行人第三方回款的具体情况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第三方回款的金额、构成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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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第三方回款金额 - 235.21 77.60 19.84 

    其中：银行汇款 - 210.21 7.20 19.84 

          银行承兑汇票 - 25.00 - - 

          商业承兑汇票 - - - - 

          其他 - - 70.40 - 

第三方回款对应的收入 - 203.26 66.38 16.95 

营业收入 13,341.75 27,072.54 24,668.86 20,665.32 

占营业收入比例（%） - 0.75 0.27 0.08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第三方回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方 合同号 付款方 
回款时间 

（年度） 

回款金额

（万元） 

回款

方式 

付款方

是否为

境外公

司 

合同签订方与

付款方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吉林江源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NST-02-093-2017 

通化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机关财务科 

2017 16.70 
银行

汇款 
否 

同一最终 

控制方 

通化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机械动

力部 

NST-02-045-2011 

通化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机关财务科 

2017 2.34 
银行

汇款 
否 

同一最终 

控制方 

通化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道清煤

矿 

NST-08-007-2015 

通化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机关财务科 

2017 0.80 
银行

汇款 
否 

同一最终 

控制方 

北京约基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NST-08-097-2018 

河南鑫龙昌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018 7.20 

银行

汇款 
否 否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

院股份公司 
NST-04-019-2011 

张家港攀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8 70.40 

房产

抵债 
否 否 

无锡赛思亿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新吴分

公司 

XTT-08-047-2017、
XTT-12-009-2017 

无锡赛思亿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2.17 

银行

汇款 
否 

同一最终 

控制方 

罗克韦尔自动化控

制集成（哈尔滨）有

限公司 

XTT-07-032-2019、

XTT-07-040-2019、

XTT-07-053-2019、

XTT-07-059-2019、

XTT-08-011-2019、
XTT-09-035-2019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

国）有限公司 
2019 25.00 

银行

承兑

汇票 

否 
同一最终 

控制方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XTT-07-008-2018、

XTT-07-024-2018、

XTT-07-032-2018、

XTT-07-041-2018、

XTT-08-012-2018、

XTT-08-070-2018、

XTT-09-006-2018、

苏州协鑫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2019 100.00 

银行

汇款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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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方 合同号 付款方 
回款时间 

（年度） 

回款金额

（万元） 

回款

方式 

付款方

是否为

境外公

司 

合同签订方与

付款方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XTT-09-010-2018、

XTT-09-018-2018、
XTT-09-024-2018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XTT-08-038-2018、

XTT-08-052-2018、

XTT-08-070-2018、

XTT-08-017-2018、
XTT-09-029-2018 

苏州协鑫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2019 100.00 

银行

汇款 
否 否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自动化分公司 

NST-12-086-2011、
NST-04-123-2013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2019 8.04 

银行

汇款 
否 

同一最终控制

方 

（2）第三方回款的原因及真实性 

经核查，发行人第三方回款中，合同签订方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付

款方河南鑫龙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签订方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机械研究院”）与付款方张家港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签

订方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付款方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间

无关联关系，前述第三方回款中，合同签订方、付款方与发行人通过签署三方协

议的形式约定代付款项。除上述情况外，报告期内的其他第三方回款，合同签订

方与付款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第三方回款行为属于集团内统一付款。 

非关联方第三方回款情况如下： 

1）发行人与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签订的合同号为

NST-08-097-2018 的产品销售业务，合同金额为 7.20 万元。2018 年 9 月 18 日，

通过三方协议，各方同意由北京约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安排此合同产品的客户河

南鑫龙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其向发行人支付货款。 

2）发行人与机械研究院 2011 年签订的合同号为 NST-04-019-2011 的产品销

售业务，合同金额为 70.40 万元。机械研究院因资金紧张长期无法支付货款，而

其对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对张家港攀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为顺利实现合同款项回收，2018 年 12 月 14

日，发行人与机械研究院、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张家港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了债权债务抵销协议。根据协议安排，各方同意由张家港攀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价值 70.40 万元的房产代机械研究院偿还对发行人的货款，各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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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在等额范围内抵销。根据上述安排，发行人于 2020 年 7 月取得抵债房产

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苏（2020）张家港市不动产权第 8230973 号、苏（2020）

张家港市不动产权第 8230975 号）。为尽快变现回收资金，发行人已将编号为苏

（2020）张家港市不动产权第 8230975 号的房产变卖。 

3）发行人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2018 年销售产品业务合同，

2019 年 3 月 29 日、2019 年 7 月 3 日，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支付货款

将 2 张金额为 100.00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分别为南京协鑫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镇江协鑫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背书给发行人。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无法

承兑，2019 年 12 月 5 日，通过三方协议，各方同意由原出票人的关联方苏州协

鑫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代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发行人支付货款。 

（3）经核查，发行人上述第三方回款均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真实合理，不

存在通过第三方回款虚构交易或调节账龄情况。 

2. 经核查，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6 月，发行人第三方回款

对应的收入分别为 16.95 万元、66.38 万元、203.26 万元及 0 万元，相应回款收

入占发行人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8%、0.27%、0.75%及 0.00%，

占比较小； 

3. 经核查，发行人的交易对方通过第三方向发行人付款的原因或是集团统

一付款或是通过三方协议约定付款，具有必要性及商业合理性； 

4. 经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发行人职工或其他关联

方与第三方回款的支付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5. 经核查，发行人第三方回款涉及的销售及代付方均位于境内，不存在境

外销售涉及境外第三方回款的情形； 

6.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第三方回款导致的货款归属纠纷； 

7. 经核查，因资金周转安排，罗克韦尔自动化控制集成（哈尔滨）有限公

司在与发行人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由其关联方支付当月货款的 30%，该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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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合理性。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其他第三方回款均未在签订合同时明确

约定由第三方代购买方向发行人付款； 

8. 经核查，发行人第三方回款相关交易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

实质均一致。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1. 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行为均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真实合理，不

影响销售业务的真实性，不存在虚构交易或调解账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对应的收入分别占各报告期应收收入比例为

0.08%、0.27%、0.75%及 0.00%，占比较小； 

3. 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的原因具有必要性及商业合理性； 

4.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发行人职工或其他关

联方与第三方回款的支付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5.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第三方回款对应的第三方均为境内公司； 

6. 报告期发行人内不存在因第三方回款导致的货款归属纠纷； 

7. 报告期内签订合同时发行人与罗克韦尔自动化控制集成（哈尔滨）有限

公司明确约定由其关联方支付当月货款的 30%，该交易安排具有商业合理性，其

他合同均未涉及明确约定由其他第三方代买方付款的行为； 

8. 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涉及的业务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

业实质均一致； 

9. 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明细记录具有完整性； 

10. 发行人第三方回款情况不构成发行人影响发行的条件事项； 

11. 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所对应营业收入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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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 8.无形资产 

前次审核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 2019 年处置原值 1100 万元非专利技术，

系原控股子公司北京斯耐博通过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于 2015 年 3 月 29 日

签订《资产转让协议》购入的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北京斯耐博于

2016 年末将该专利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并在 2019 年将其进行处置。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1）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的背景，重庆亢石公司的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的关系，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业务的关系，

市场上是否有同类技术及技术可行性，购买该技术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定价公

允性，上述交易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程序是否合规； 

（2）该技术的研发团队、研发过程和研发投入，该技术已无使用价值的依

据，发行人和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是否存在诉讼、其他纠纷或潜在纠纷

风险； 

（3）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近亲属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的关系，是否与发行人的客户和供应商

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的背景，重庆亢石公司的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的关系，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业务的关系，

市场上是否有同类技术及技术可行性，购买该技术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定价公

允性，上述交易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程序是否合规 

【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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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百度等公开渠道，查阅了重

庆亢石公司的公开信息；查阅了廖世福的身份证明、任职经历；通过国家知识产

权局核查了廖世福作为发明人的相关专利； 

2.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以“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水性漆”为主题

词进行了专利检索；就市场上是否有同类技术及其技术可行性，查阅了发行人收

购该资产时评估机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投资为目的

之“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非专利技术无形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

事评报字[2015]第 01-056 号），并对发行人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3. 就重庆亢石公司的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水性丙烯酸酯树

脂涂料制备技术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业务的关系，对发行人总经理以及发行人当年

收购该技术的相关负责人郑德荣进行了访谈； 

4. 查阅了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相关非专利技术评估报告、发行

人购买上述技术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查阅了《资产转让协议》及其系列补

充协议、转让价款支付凭证、北京斯耐博的公司登记档案等资料。 

【核查结果】 

1. 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的背景 

重庆亢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亢石公司”）原名“重庆斯耐

博涂料有限公司” ，2004 年 4 月 6 日经核准成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廖世福，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水性金属漆、水性涂料；

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设备及零配件；货物进出口；涂装施工”。 

2014 年 7 月，重庆亢石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180 万元，股东变更为廖世福、

余启芳（二人为夫妻关系）；2016 年 1 月，重庆亢石公司更名为重庆亢石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以纳米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开发、转让、

咨询、服务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货物进出口；室内外装饰设计、施工”；2017 年 7 月，重

庆亢石公司注册资本由 1,180 万元减少至 100 万元，股东变更为廖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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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亢石公司现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股

东及法定代表人为廖世福，住所为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光明村碑堡组，经营范围

为“以纳米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制造、销售；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货物进出

口；室内外装饰设计、施工。”  

重庆亢石公司原拥有水性涂料研发、生产相关的技术，系“水性丙烯酸酯树

脂涂料制备技术”非专利技术的原始权利人。廖世福为重庆亢石公司的创始人、

实际控制人，为“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非专利技术的主要研发人。  

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及廖世福除具有合作关系外，不存在关联关系。 

2. 重庆亢石公司的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水性丙烯酸酯树脂

涂料制备技术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业务的关系 

（1）重庆亢石公司的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重庆亢石公司设立时的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水性金属漆、水性涂

料；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设备及零配件；货物进出口；涂装

施工。”，与发行人合作时其主营业务为水性金属漆、水性涂料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以变频用变压器为核心的各式特种变压器、电抗器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及配套产品的销售。 

发行人生产过程中变压器铁心及夹件因防腐需求需使用专用涂料，根据重庆

亢石公司介绍，其水性漆产品具有性能优越、应用范围广等特性，尤其可适用于

金属制品表面，发行人认为可以通过收购重庆亢石公司相关技术，然后将产品应

用于变压器铁心及夹件的表面涂装。 

（2）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业务的关系  

“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的非专利技术系生产水性漆的相关技术，

发行人购买上述技术系出于变压器铁心及夹件的表面涂装目的，但因利用该技术

生产的产品质量不稳定，2016 年 5 月，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就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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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回购发生纠纷，同年 12 月，法院判决由重庆亢石公司回购该非专利技术。因

此，发行人于 2016 年即不再使用该技术。 

报告期内，发行人表面涂装原料来源于外购，生产过程中未使用水性丙烯酸

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 

3. 市场上是否有同类技术及技术可行性，购买该技术的合理性、必要性和

定价公允性，上述交易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程序是否合规 

（1）市场上是否有同类技术及技术可行性，发行人购买该技术的合理性、必

要性 

根据“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的相关资料及已形成的专利等公开

资料，该技术以水性醇酸、丙烯酸、环氧、聚氨酯、有机硅等树脂为共聚物，形

成的漆膜具有硬度高附着力强，耐水、耐盐、耐碱、耐酸等防腐效果，在旧漆膜

上可重复使用，该技术以水为稀释剂，避免了有机溶剂的使用，无毒无味、无污

染、无三废，不燃不爆，VOC 含量小于 50，可广泛使用在汽车、火车、电力电

器、仪器仪表、建筑、家装、合金制品、金属制品等表面的涂装。  

发行人因自身产品对环保漆有着较高的需求，曾聘请专业人员研发表面涂装

相关应用产品，但未有明显成果。在重庆亢石公司将上述技术转让给发行人之前，

市场上已有水性涂料相关技术，主要应用于装修、家具、建筑等领域，在电气行

业特别是变压器厂家几乎无应用。 

发行人为实施技术创新，并因希望将业务向上游产业延伸，故经与重庆亢石

公司协商一致，决定共同投资设立北京斯耐博从事水性漆开发及生产，并在之后

由北京斯耐博收购了重庆亢石公司水性漆相关技术。 

发行人出于改进生产工艺及拟向上游产业拓展的考虑购买上述技术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发行人购买该技术的定价公允性，上述交易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

程序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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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9 日和 2 月 4 日，发行人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斯耐

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向廖世福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发行人与廖世

福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斯耐博（其中发行人持有北京斯耐博 51%的股权，廖世福

持有北京斯耐博 49%的股权），并同意发行人向廖世福提供借款用于其对北京

斯耐博的出资及北京斯耐博收购重庆亢石公司水性漆核心技术及资产。 

2015 年 3 月 10 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以投资为

目的之“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非专利技术无形资产评估报告》（北

方亚事评报字[2015]第 01-056 号），该报告确认：经采用收益法，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年 31 日，在公开市场和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重庆亢石公司拥有的“水

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非专利技术的市场价值为 11,094,507 元。 

北方亚事评报字[2015]第 01-056 号《资产评估报告》说明：由于无形资产历

史成本不完整、弱对应性及虚拟性的特点，采用成本法确定的无形资产价值不能

真实反映其内在价值。市场法的使用需要有充分发育活跃的交易市场，选取的参

照项目与被评估资产的经济指标、技术特征具有可比性，同时资料是可收集到的。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无形资产可比参照物较难收集，不具备采用市场法的条件。根

据无形资产的价值类型、技术特点、评估目的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情况，本次无

形资产价值的估算采用收益法。委托评估的非专利技术应用前景较为广阔、通过

对技术产品的分析，结合该技术目前和未来的运作模式，采用收益法分析估算及

其价值更为科学合理。 

2015 年 3 月 10 日，北京斯耐博经批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100 万元，其

中发行人认缴出资 561 万元、廖世福认缴出资 539 万元。2015 年 4 月 3 日，廖

世福将北京斯耐博股权转让给重庆亢石公司，相应对北京斯耐博认缴出资的义务

转归重庆亢石公司。由于重庆亢石公司缺少资金，各方同意将原确定的由发行人

向廖世福提供借款用于出资调整为发行人直接向重庆亢石公司提供借款 539 万

元用于其向北京斯耐博缴纳出资。 

2015 年 3 月 19 日，北京斯耐博与重庆亢石公司及廖世福签订了《重庆斯耐

博涂料有限公司与北京斯耐博科技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协议》，约定重庆亢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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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其与水性漆业务及产品相关的资产转让给北京斯耐博，转让价格参照标的资

产评估净值确定为 1,100 万元。 

2015 年 3 月 24 日，发行人代北京斯耐博向重庆亢石公司支付 200 万元作为

购买技术的费用，2015 年 4 月 28 日，北京斯耐博向重庆亢石公司支付 361 万元

作为购买技术的费用，剩余 539 万元技术购买费用，经各方同意由北京斯耐博直

接支付给发行人，用以偿还重庆亢石公司欠发行人代垫出资形成的债务。2015

年 5 月 7 日，北京斯耐博向发行人支付完毕前述款项，各方因资产收购及出资形

成的债权债务结清。除前述资金往来关系外，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之间不存在

其他资金往来。 

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及廖世福资产转让价格系参照评估价格协商定价，具

有公允性；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共同设立北京斯耐博并由北京斯耐博收购上述相关

技术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重庆亢石公司系“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

备技术”非专利技术的原始权利人，廖世福系重庆亢石公司的创始人、实际控制

人，为“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非专利技术的主要研发人；发行人与

重庆亢石公司及廖世福除具有合作关系外，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为实施技术

创新以及向上游产业延伸购买上述技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庆亢石公

司向发行人转让资产的价格系参照评估价格协商定价，价格公允；发行人与重庆

亢石公司共同设立北京斯耐博并由北京斯耐博收购该技术相关核心资产已履行

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二）该技术的研发团队、研发过程和研发投入，该技术已无使用价值的依

据，发行人和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是否存在诉讼、其他纠纷或潜在纠纷

风险 

【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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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阅了发行人收购上述技术相关资产时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北方亚事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投资为目的之“水性丙烯酸酯树脂涂料制备技术”

非专利技术无形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5】第 01-056 号），关

注了该技术的主要研发人员、研发背景、技术特点的相关情况； 

2. 就该技术实际使用情况，查阅了发行人内部使用该技术产品的总结报告；

就该技术是否无使用价值的相关情况，访谈了发行人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查

阅了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关于该技术诉讼的相关资料； 

3. 就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间关于上述技术的诉讼情况查阅了相

关证据文件及判决书、执行书；就之前发生的诉讼及是否还存在其他诉讼、纠纷

访谈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核查结果】 

1. 该技术的研发团队、研发过程和研发投入 

相关技术原由重庆亢石公司持有，主要研发人员为廖世福。廖世福自重庆亢

石公司设立起即从事水性漆相关技术研发工作。 

北方亚事评报字[2015]第 01-056 号《资产评估报告》未有关于该技术具体研

发团队、研发过程和研发投入的详细说明。由于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

之间因资产回购问题产生纠纷并进行了诉讼，故无法取得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

关于当时研发过程和研发投入相关情况的说明。 

2. 该技术已无使用价值的依据 

发行人购买水性漆相关技术后，即将其用于变压器铁心的表面涂装。但重庆

亢石公司作出的利用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环保标准或正常生产经营的承

诺未兑现，使用该技术生产的水性漆质量不稳定，导致发行人产品出现了掉漆等

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发行人在客户中的信誉。 

2016 年 5 月，北京斯耐博就资产回购事宜对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提起了

诉讼。2016 年 12 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 0115 民初 76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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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经生效），判决重庆亢石公司对所转让技术履行回购

义务。 

根据以上情况，因所购买技术已无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自 2016 年起，

发行人不再使用上述所购买的非专利技术。 

3. 发行人和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是否存在诉讼、其他纠纷或潜在纠

纷风险 

2015 年 3 月 19 日，北京斯耐博（买方）与重庆亢石公司（卖方）及廖世福

签订《重庆斯耐博涂料有限公司与北京斯耐博科技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卖方及廖世福共同向买方保证，若买方成立后 8 个月利用所收购技术

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国家环保标准或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卖方应以不低于本次收购

价格回购标的。 

2016 年 5 月，因重庆亢石公司及廖世福在原资产转让协议下的承诺及保证

义务未能实现，北京斯耐博以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为被告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重庆亢石公司给付回购款、支付违约金并由廖世福承担连带

责任。 

2016 年 12 月 13 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 0115 民初 7691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重庆亢石公司未完成资产收购承诺，符合合同约

定的回购标的资产的条件，判决重庆亢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

斯耐博回购价款 1,100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330 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由于被告一直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发行人请求拍卖重庆

亢石持有的北京斯耐博 49%的股权并参与了竞拍。2019 年 7 月，发行人以 10 万

元竞得重庆亢石公司持有的北京斯耐博 49%股权。2019 年 9 月 20 日，上述 49%

股权变更至发行人名下，北京斯耐博变更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 0115 执恢 1424

号《执行裁定书》，由于重庆亢石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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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京斯耐博的存续已无实际意义，2019 年 10 月发行人决定将其注销。

注销前，北京斯耐博与发行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2016）京 0115 民初 769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相关权利转让给发行人，由发行人继续向法院申请执行。

2019 年 12 月 24 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 0115 执异 321 号《执

行裁定书》，确认发行人已变更成为该执行案件的强制执行申请人。 

根据公开信息，重庆亢石公司已歇业，该公司及廖世福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均被列入限制消费名单。 

现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因资产回购事宜的纠纷已经法院作出

生效判决，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确定。除上述生效判决因重庆亢石公司无可供执

行的财产而尚未完全执行完毕外，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不存在其

他正在进行的诉讼和纠纷。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鉴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

京 0115 民初 7691 号《民事判决书》已基于发行人的诉讼请求判决重庆亢石公司

就相应技术履行回购义务，故相应技术无法达到发行人预期的使用价值已经得到

法院的确认；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因资产回购事宜的纠纷已经由

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确定；除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

福之间因资产回购事宜产生的纠纷尚未完全执行完毕外，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

廖世福之间不存在其他诉讼和纠纷。 

（三）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近亲属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的关系，是否与发行人的客户和供应商

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核查程序】 

1. 取得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及

其近亲属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出具的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输送不

当利益关系的说明；取得了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合作时的原董事、监事（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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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琦、王振水）出具的其及其近亲属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及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关系的说明； 

2. 查阅了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的公司登记资料，结合主要供应商及客

户登记的业务对其与重庆亢石公司业务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3. 取得了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及客户出具的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之间不

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的声明函； 

4.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百度等公开网络系统查阅了

重庆亢石公司的公开信息，查阅了廖世福的身份证明、任职经历等。 

【核查结果】 

1.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

与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

的关系；发行人与重庆亢石公司合作时的原董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与重庆亢石公

司、廖世福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的关系； 

2. 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原主要从事与水性涂料相关的业务，从发行人主

要客户、供应商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来看，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与水性涂料厂

商不形成供应商或客户关系，前述主体不存在共同业务或在业务上下游的关系； 

3.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供应商均已声明，其与重庆亢石公司、廖

世福之间不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重庆亢石公司、廖世福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的关系；重庆亢石公

司、廖世福与发行人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不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三、问题 12.关于同业竞争 

审核问询回复显示，英和瑞华主要经营电抗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

设立至今未曾经营过变频用变压器相关业务，英和瑞华与公司仅电抗器业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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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似性。同时，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重合供应商数量分别为 26 家、27

家、24 家及 22 家，重合客户数量为 6 家、7 家、11 家及 10 家。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1）英和瑞华和发行人生产的电抗器产品在产品性能、技术参数、规格型

号、应用场景、下游客户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2）报告期内英和瑞华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供应商情况，包括相关重叠

客户、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英和瑞华与发行人向各重叠客户销售的主要产品、

销售金额、毛利情况，销售单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向各重叠供应商采购的主

要原材料、采购金额，采购单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相关重叠客户、供应商与

发行人、英和瑞华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人员等关联方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 

（3）英和瑞华电抗器收入或毛利占发行人电抗器业务收入或毛利的金额和

占比情况； 

（4）结合上述情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

核问答》关于同业竞争等相关规定进一步分析发行人与英和瑞华之间是否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并说明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和主

要关联方与英和瑞华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人员等关联方之

间资金流水和业务往来的核查情况。 

回复： 

（一）英和瑞华和发行人生产的电抗器产品在产品性能、技术参数、规格型

号、应用场景、下游客户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核查程序】 

1. 访谈了英和瑞华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袁晓静、韩羽，了解英和瑞华的产品、

技术及研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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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英和瑞华官方网站查询了其电抗器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并与发行

人电抗器产品相关指标进行比对。 

3. 访谈了发行人电抗器产品的相关技术人员，了解了发行人生产的电抗器

产品在产品性能、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应用场景、下游客户等方面基本情况以

及与英和瑞华是否存在差异。 

【核查结果】 

1. 发行人电抗器产品主要功能与英和瑞华产品相同，即均可用于降低谐波

对电气设备及电网的影响、保证电气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因此，在应用场景方面

发行人电抗器产品与英和瑞华电抗器产品不存在明显差异。但英和瑞华与发行人

生产的电抗器产品在产品性能、技术参数、规格型号等方面存在差异——发行人

电抗器产品在最大容量、电压等级方面高于英和瑞华同类产品，在电抗器技术积

累及应用方面具备优势；发行人电抗器产品最高绝缘等级为 C 级，与英和瑞华

同类产品相比具备更高的耐热性能。存在前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双方的产品定位

及技术能力存在差异，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容量（kvar） 电压等级（kV） 绝缘等级 UL 认证 

英和瑞华 ≤2,000 ≤11 B/F/H C/H 级 

新特电气 ≤22,500 ≤35 A/H/C H 级 

注：英和瑞华电抗器产品技术指标主要来自其官方网站的披露信息。 

2. 发行人现有产品体系中的电抗器生产主要是为满足变频用变压器客户少

量的电抗器配套采购需求而安排。因此，发行人电抗器主要客户群体与英和瑞华

主要客户群体存在明显差异，发行人各期电抗器前五大客户不存在与英和瑞华客

户重合的情况。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英和瑞华与公司生产的电抗器产

品在产品性能、技术参数、规格型号、下游客户等方面存在差异，主要因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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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位及技术能力存在差异。因产品功能不存在明显差异，双方产品的应用场

景不存在明显差异。 

（二）报告期内英和瑞华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供应商情况，包括相关重叠

客户、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英和瑞华与发行人向各重叠客户销售的主要产品、

销售金额、毛利情况，销售单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向各重叠供应商采购的主

要原材料、采购金额，采购单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相关重叠客户、供应商与

发行人、英和瑞华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人员等关联方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 

【核查程序】 

1. 访谈了英和瑞华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袁晓静、韩羽，了解英和瑞华的业务

模式及业务开展情况，并取得了英和瑞华出具的关于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

务、技术、财务等方面与发行人相互独立的声明文件； 

2. 取得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供应商清单、经英和瑞华确认的重合供应商信

息，据此访谈了发行人采购负责人，了解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重合供应商间的交易

情况及定价方式； 

3. 实地走访了发行人报告期内与英和瑞华重合的主要供应商（年采购金额

超过 50 万元，各期走访重合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占重合供应商全部采购金额比例

均超过 95%），核实发行人采购业务开展的独立性及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取得了经走访对象确认的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间不存在通过其相互承担成本费用、

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的声明文件； 

4. 查阅了包括鞍钢股份、新福润达、宏利达、顺诚在内的重合供应商的企

业信用信息、与发行人的历史交易记录、订单金额变动情况、原材料价格变动情

况，比对分析了同类供应商、同种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水平，对上述重合供应商原

材料采购价格的合理性及公允性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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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客户清单、经英和瑞华确认的重合客户信

息，据此访谈了发行人销售负责人，了解发行人与重合客户间的交易情况及定价

方式； 

6. 实地走访了北京合康新能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康变频”）

（中冶赛迪电气不接受实地或视频形式的访谈），核实了发行人销售业务开展的

独立性及产品销售价格的公允性，并取得了经走访对象确认的发行人与英和瑞华

间不存在通过其相互承担成本费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的声明文件； 

7. 查阅了包括合康变频、中冶赛迪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

迪电气”）、保定四方三伊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三伊”）在内的重合

客户企业信用信息、与发行人的历史交易记录、订单金额变动情况、产品价格变

动情况、产品成本变动情况，核查了发行人产品成本核算的真实性及准确性，比

对分析了同类客户、相近产品的价格及成本水平，对上述主要重合客户产品销售

单位容量单价的合理性及公允性进行判断； 

8. 核查了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的

银行流水，核查其大额资金收支情况，及其与上述重合供应商、客户间的资金往

来情况。 

【核查结果】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与英和瑞华的重合客户、供应商的定价公允，

不存在通过重合客户、供应商进行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发行人与重合客户、供

应商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与重合客户、供应商间不存在资金往来，具体情况如下： 

1. 重合供应商情况 

因变频用变压器、电抗器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类型存在相似性，发行人与英

和瑞华存在部分供应商重合的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重合供应商的采购金额

及相关采购金额占发行人当期采购总金额占比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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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805.43 12.34% 968.05 8.27% 1,149.79 10.02% 2,877.11 26.99% 

2 
北京新福润达绝缘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60.10 2.45% 259.34 2.22% 0.93 0.01% 108.96 1.02% 

3 
河间市宏利达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72.91 1.12% 123.48 1.06% 134.34 1.17% 142.82 1.34% 

4 
许绝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 
70.97 1.09% 13.85 0.12% - - - - 

5 
献县红星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 
39.56 0.61% 59.18 0.51% 29.99 0.26% 0.15 0.00% 

6 
福建省力得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 
36.54 0.56% 99.27 0.85% 69.85 0.61% 54.45 0.51% 

7 
沧州顺诚机箱有限

公司 
34.01 0.52% 172.73 1.48% 109.95 0.96% 66.43 0.62% 

8 
北京济多利导电料

有限公司 
17.26 0.26% 54.56 0.47% 24.67 0.21% 9.71 0.09% 

9 
丹东鸿顺电器制造

有限公司 
8.10 0.12% 13.75 0.12% 15.29 0.13% 11.97 0.11% 

10 
上海坦泼秋尔电器

科技有限公司 
6.53 0.10% 10.97 0.09% 9.88 0.09% 7.02 0.07% 

11 
涿州市长城会岭铝

业有限公司 
3.93 0.06% 10.25 0.09% 11.72 0.10% 15.28 0.14% 

12 
河间市金诚电工材

料有限公司 
2.06 0.03% 20.01 0.17% 5.68 0.05% 0.35 0.00% 

13 嘉兴市东方化工厂 1.86 0.03% 6.17 0.05% 3.68 0.03% - - 

14 
北京诚银河电线电

缆厂 
1.17 0.02% 5.50 0.05% 1.45 0.01% 1.98 0.02% 

15 
保定乾达电气有限

公司 
1.07 0.02% 3.20 0.03% 1.54 0.01% 2.81 0.03% 

16 
北京信远大华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0.42 0.01% 2.41 0.02% 5.46 0.05% 4.41 0.04% 

17 
北京清大奇士新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0.40 0.01% 1.11 0.01% 1.16 0.01% 1.07 0.01% 

18 
湖北现代新创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0.40 0.01% 0.40 0.00% 0.45 0.00% 0.72 0.01% 

19 
盘锦邦迈特新材料

技术有限公司 
0.37 0.01% - - - - - - 

20 
天津易成伟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0.34 0.01% 1.01 0.01% 2.23 0.02% 2.28 0.02% 

21 
河间市金龙绝缘材

料有限公司 
0.23 0.00% 2.07 0.02% 2.33 0.02% - - 

22 
天津市翔宇绝缘材

料厂 
0.19 0.00% 1.38 0.01% 0.71 0.01% 0.54 0.01% 

23 
北京亿维德创业机

电销售有限公司 
- - 1.52 0.01% 4.92 0.04% 4.42 0.04% 

24 
河南省亚安绝缘材

料厂有限公司 
- - 1.08 0.01% 0.81 0.01% 0.80 0.01% 

25 
北京森社电子有限

公司 
- - 0.10 0.00% 0.11 0.00% - - 

26 
北京金普博翔贸易

有限公司 
- - - - - - 1.48 0.01% 

27 
北京昆仑中大工控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 - - - 0.02 0.00% 0.0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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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8 
河间市鑫必达绝缘

制品有限公司 
- - - - 0.83 0.01% 4.41 0.04% 

29 
陕西东洋机电有限

公司 
- - - - - - 0.73 0.01% 

30 
上海思远高分子材

料有限公司 
- - - - 9.10 0.08% 8.29 0.08% 

31 
天津华铝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 - - - 0.83 0.01% - - 

32 
天津市兴旺世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0.19 0.00% 

采购金额小计 1,263.85 19.36% 1,831.39 15.65% 1,597.72 13.92% 3,328.40 31.23% 

采购金额（除鞍钢股份

外）小计 
458.42 7.02% 863.35 7.38% 447.94 3.90% 451.29 4.23% 

采购总额 6,532.95 100.00% 11,702.41 100.00% 11,476.51 100.00% 10,659.17 100.00% 

注：表内部分具有交易金额但占比为 0.00%的交易，为交易金额较小、占比不足 0.01%

的交易。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重合供应商

数量分别为 26 家、27 家、24 家及 22 家，各期采购金额相对较大（超过 100 万

元）的重合供应商包括鞍钢股份、新福润达、宏利达、顺诚 4 家公司。具体采购

情况如下： 

（1）鞍钢股份 

2017 年至今，鞍钢股份纳入英和瑞华供应商池，但英和瑞华未向鞍钢股份

采购原材料。鞍钢股份（000898）为国内大型钢材制造商，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其

采购硅钢片，采购价格为鞍钢股份的统一报价，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成本费用

转移的情况。 

（2）新福润达 

2017 年至今，新福润达被纳入英和瑞华供应商池，但英和瑞华未向新福润

达采购原材料。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新福润达主要采购 3240 环氧板材、绿色层

压板、梳形撑条等原材料。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从新福润达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与

发行人同类供应商北京骥华兴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骥华兴”）相比情况

如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3-2-25 

单位：元/千克 

原材料类型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新福润达 骥华兴 新福润达 骥华兴 新福润达 骥华兴 新福润达 骥华兴 

3240 环氧板材 15.33 17.14 15.75 17.36 未采购 14.43 未采购 15.44 

绿色层压板 24.13 22.54 24.13 24.05 33.33 26.45 30.15 29.49 

梳形撑条 24.13 未采购 25.16 27.41 未采购 28.16 未采购 未采购 

发行人 2018 年向新福润达采购绿色层压板 0.93 万元，金额较小，因此当年

采购单价相对较高；发行人 2019 年向新福润达采购梳形撑条单价较低，主要原

因是因为新福润达为取得发行人订单给予了较优惠的报价。除此之外，发行人向

新福润达采购原材料价格与同类供应商相比无异常差异，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

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 

（3）宏利达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宏利达主要采购方条、U 型槽等原材料，而英和瑞华仅

于 2017 年向宏利达采购绝缘端子、垫块 0.09 万元，与发行人采购的原材料类型

存在差异。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宏利达采购原材料价格与发行人同类供应商河

间金水电力机件厂（以下简称“金水”）、苏州巨峰思远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巨峰思远”）相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克 

原材料

类型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宏利

达 
金水 

巨峰 

思远 

宏利

达 
金水 

巨峰 

思远 

宏利

达 
金水 

巨峰 

思远 

宏利

达 
金水 

巨峰 

思远 

方条 18.11 17.71 未采购 18.21 17.95 未采购 17.74 18.66 未采购 17.02 17.02 未采购 

U 型槽 28.18 未采购 26.55 28.67 未采购 未采购 29.33 未采购 未采购 28.21 未采购 未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宏利达采购原材料价格与同类供应商相比无异常差异，

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 

（4）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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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至今，顺诚被纳入英和瑞华供应商池，但英和瑞华未向顺诚采购原

材料。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顺诚主要采购柜体，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顺诚采购

原材料价格与发行人同类供应商香河聚鑫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鑫”）、

新利同创（天津）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利同创”）相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克 

原材料 

类型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顺诚 聚鑫 
新利 

同创 
顺诚 聚鑫 

新利 

同创 
顺诚 聚鑫 

新利

同创 
顺诚 聚鑫 

新利 

同创 

柜体 11.67 11.56 未采购 12.43 11.66 未采购 11.01 未采购 13.77 10.20 未采购 未采购 

发行人 2018年向顺诚采购柜体 105.79万元，向新利同创采购柜体 4.97万元，

因采购规模差异，发行人向顺诚采购价格低于向新利同创采购价格。除此之外，

发行人向顺诚采购原材料价格与同类供应商相比无异常差异，采购价格公允，不

存在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 

除上述主要供应商外，发行人向其他重合供应商采购价格不存在异常或不公

允的情况。 

报告期内，英和瑞华向各主要重合供应商实际采购金额较小，发行人对与英

和瑞华的重合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重合供应商进行成本费用转移

的情况；发行人与重合供应商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重合供应商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2. 重合客户情况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变频用变压器，同时生产小型变压器、电抗器产品。英和

瑞华主要经营电抗器产品。因发行人部分变频用变压器客户也存在电抗器产品需

求，发行人相应从事了少量的电抗器产品生产业务，由此导致双方存在少量重合

客户。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前述重合客户的销售金额及相关销售金额占发行人当

期销售收入占比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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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北京合康新能变频

技术有限公司 
212.02 1.59% 117.88 0.44% - 0.00% - 0.00% 

2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44.25 0.33% 40.52 0.15% - 0.00% - 0.00% 

3 
中冶赛迪电气技术

有限公司 
41.37 0.31% 230.44 0.85% 336.72 1.36% 139.92 0.68% 

4 
保定四方三伊电气

有限公司 
8.01 0.06% 53.29 0.20% 86.62 0.35% 39.24 0.19% 

5 
北京点创方圆科技

有限公司 
5.94 0.04% 32.97 0.12% 46.36 0.19% 4.15 0.02% 

6 
北京西威清拓变流

技术有限公司 
4.73 0.04% - 0.00% - 0.00% - 0.00% 

7 
天津一重电气自动

化有限公司 
4.33 0.03% - 0.00% - 0.00% - 0.00% 

8 
东方博沃（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3.17 0.02% 31.05 0.11% 27.72 0.11% 7.37 0.04% 

9 
唐山鸿诚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1.06 0.01% - 0.00% - 0.00% - 0.00% 

10 
天津市科德电气成

套有限公司 
0.76 0.01% - 0.00% - 0.00% - 0.00% 

11 
保定同泽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 
- 0.00% 1.59 0.01% 5.27 0.02% - 0.00% 

12 
保定长翔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 
- 0.00% - 0.00% - 0.00% 0.12 0.00% 

13 
上海麦巨电力电子

有限公司 
- 0.00% - 0.00% - 0.00% 5.78 0.03% 

14 
中电普瑞科技有限

公司 
- 0.00% 0.67 0.00% - 0.00% - 0.00% 

15 
北京科信邦电气传

动技术有限公司 
- 0.00% - 0.00% 2.25 0.01% - 0.00% 

16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 0.00% 23.89 0.09% - 0.00% - 0.00% 

17 
河北东海特钢集团

有限公司 
- 0.00% - 0.00% 3.64 0.01% - 0.00% 

18 
江苏天合清特电气

有限公司 
- 0.00% 4.61 0.02% - 0.00% - 0.00% 

19 
中电普瑞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 0.00% 0.67 0.00% - 0.00% - 0.00% 

销售金额小计 325.64 2.44% 537.58 1.99% 508.58 2.06% 196.58 0.95% 

销售总额 13,341.75 100.00% 27,072.54 100.00% 24,668.86 100.00% 20,665.32 100.00% 

注：表内部分具有交易金额但占比为 0.00%的交易为交易金额较小、占比不足 0.01%的

交易。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重合客户数

量分别为 6 家、7 家、11 家及 10 家，发行人对前述重合客户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96.58 万元、508.58 万元、537.58 万元及 325.64 万元，对重合客户的销售金额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3-2-28 

占发行人当期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95%、2.06%、1.99%及 2.44%，占比较低，

且重合客户均不是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 

报告期各期，销售金额相对较大（超过 50 万元）的重合客户为合康变频、

中冶赛迪电气、四方三伊 3 家公司，具体销售情况如下： 

（1）合康变频 

合康变频为合康新能（300048）的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其销售变

频用变压器产品，英和瑞华对其销售电抗器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金额、毛利单位：万元；单价单位：万元/台 

销售

方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压

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新特

电气 

金额 217.28 - 117.88 - - - - - 

毛利 91.65 - 41.09 - - - - - 

单价 4.94 - 4.06 - - - - - 

英和

瑞华 

金额 - 30.00 - 12.00 - - - - 

毛利 - 少于 3.00 - 少于 1.20 - - - - 

单价 - 0.27 - 0.13 - - - - 

注：英和瑞华仅提供了单台产品平均价格，发行人因此以相同口径对比并披露，下同。 

因发行人对合康变频销售的产品类型与英和瑞华存在差异，故产品单价存在

较大差异。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合康变频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与发行人平均单位

容量单价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kVA、元/kVA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变频用变压器平均容量 1,353.20 1,243.33 1,453.92 1,360.44 

变频用变压器平均单位容量单价 44.43 47.38 45.43 46.18 

变频用变压器平均单位容量成本 24.73 26.37 27.36 31.42 

对合康变频销售的平均容量 1,122.05 754.48 

未销售 

对合康变频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 44.01 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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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对合康变频销售的单位容量成本 25.45 35.10 

2019 年，发行人对合康变频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为 53.88 元/kVA，高于当

年平均单位容量单价，两者出现差异的原因为，合康变频当年主要采购容量较小

的产品，而小容量产品单位容量成本、单位容量单价相对较高。2020 年，因合

康变频主要采购中等容量的产品，发行人对其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与当年平均单

位容量单价相近，少量价差主要系因合康变频对产品性能参数的差异化需求及发

行人执行的销售策略所致。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合康变频产品销售价格公允，不

存在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 

（2）中冶赛迪电气 

中冶赛迪电气为中国中冶（601618）的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其销

售变频用变压器、电抗器产品，英和瑞华对其销售电抗器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金额、毛利单位：万元；单价单位：万元/台 

销售

方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

变压器 
电抗器 

新特

电气 

金额 41.37 - 229.92 - 321.53 11.49 139.56 0.15 

毛利 14.84 - 90.51 - 143.29 2.91 32.69 0.06 

单价 3.76 - 4.79 - 6.18 1.44 5.17 0.08 

英和

瑞华 

金额 - 60.00 - 60.00 - 62.00 - 70.00 

毛利 - 少于 6.00 - 少于 6.00 - 少于 6.20 - 少于 7.00 

单价 - 0.08 - 0.09 - 0.04 - 0.07 

2017 年、2018 年，发行人对中冶赛迪电气销售的电抗器产品单价高于英和

瑞华；2019 年、2020 年 1-6 月，因产品类型与英和瑞华存在差异，产品单价存

在较大差异。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中冶赛迪电气的单位容量单价与发行人平均单

位容量单价相比情况如下： 

单位：kVA、元/kVA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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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变频用变压器平均容量 1,353.20 1,243.33 1,453.92 1,360.44 

变频用变压器平均单位容量单价 44.43 47.38 45.43 46.18 

变频用变压器平均单位容量成本 24.73 26.37 27.36 31.42 

对中冶赛迪电气销售的平均容量 1,034.09 1,295.00 1,747.79 1,548.70 

对中冶赛迪电气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 36.37 36.99 35.38 33.38 

对中冶赛迪电气销售的单位容量成本 23.33 22.43 19.61 25.56 

发行人对中冶赛迪电气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总体低于平均单位容量单价，主

要因为：（1）中冶赛迪电气采购产品主要为铝质线圈产品，单价、产品成本较

低；（2）中冶赛迪电气为发行人合作时间较长、对产品价格敏感性较高的客户，

因此发行人给予其较优惠的销售价格，但相应价格仍为公允的销售价格，不存在

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 

（3）四方三伊 

四方三伊为四方股份（601126）的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对其销售

低压电抗器、变频用变压器产品，英和瑞华对其销售电抗器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金额、毛利单位：万元；单价单位：万元/台 

销售

方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变频用变

压器 
电抗器 

新特

电气 

金额 - 8.01 35.40 53.22 43.57 86.62 - 39.24 

毛利 - 0.30 19.13 8.83 18.29 0.20 - 13.26 

单价 - 0.24 17.70 0.32 14.52 0.38 - 0.31 

英和

瑞华 

金额 - - - 0.52 - 90.00 - 190.00 

毛利 - - - 少于 0.05 - 少于 9.00 - 少于 19.00 

单价 - - - 0.17 - 0.28 - 0.27 

2017 年、2018 年，发行人对四方三伊销售的电抗器产品单价高于英和瑞华。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四方三伊的单位容量单价与发行人平均单位容量单价相比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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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kvar、元/kvar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电抗器平均容量 39.99 67.04 76.11 40.30 

电抗器平均单位容量单价 105.51 88.78 79.57 104.31 

其中：低压电抗器平均单位容量单价 170.03 136.09 99.35 176.77 

电抗器平均单位容量成本 68.14 49.25 52.01 50.33 

其中：低压电抗器平均单位容量成本 168.83 107.45 93.62 95.04 

对四方三伊销售的平均容量 14.54 24.50 41.98 23.03 

对四方三伊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 166.90 132.47 91.30 136.26 

对四方三伊销售的单位容量成本 160.61 110.48 91.09 90.22 

发行人对四方三伊销售的单位容量单价总体低于低压电抗器平均单位容量

单价，主要因为四方三伊为发行人合作时间较长、对产品价格敏感性较高的客户，

发行人给予了较优惠的销售价格，但仍为公允的销售价格，不存在成本费用转移

的情况。 

除上述主要客户外，发行人对其他重合客户销售价格不存在异常或不公允的

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与英和瑞华的重合客户的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重合客

户进行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发行人与重合客户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重合客户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与英和瑞华的重合客户、

供应商的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重合客户、供应商进行成本费用转移的情况；发

行人与重合客户、供应商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重合客户、供应商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三）英和瑞华电抗器收入或毛利占发行人电抗器业务收入或毛利的金额和

占比情况 

【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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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谈了英和瑞华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袁晓静、韩羽，了解英和瑞华的经营

情况及收入、利润情况； 

2. 实地查看了英和瑞华经营场所，对英和瑞华经营规模及其收入水平进行

合理性判断； 

3. 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电抗器收入明细，比对发行人与英和瑞华同类业务

规模。 

【核查结果】 

英和瑞华主要经营电抗器业务，其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分别不超过 2,000 万元、2,000 万元、1,700 万元及 700 万元，同期发

行人电抗器业务收入分别为 1,204.06 万元、1,160.92 万元、1,390.42 万元及 599.99

万元，英和瑞华电抗器收入占发行人电抗器业务收入的比例均超过 100%，其电

抗器经营规模大于发行人同类产品规模。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英和瑞华电抗器收入占发行人电

抗器业务收入的比例均超过 100%，其电抗器经营规模大于发行人同类产品规模。 

（四）结合上述情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

核问答》关于同业竞争等相关规定进一步分析发行人与英和瑞华之间是否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核查程序】 

1. 访谈了英和瑞华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袁晓静、韩羽，了解英和瑞华历史沿

革、股权、管理、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及技术情况，了解英和瑞华设立以来

与发行人间的业务往来、资金往来、技术交流等情况，并取得了英和瑞华出具的

关于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与发行人相互独立的声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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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地走访并查看了英和瑞华及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场所，核查分析双方生

产规模、产品类型及经营情况； 

3. 访谈了发行人采购负责人，了解发行人采购业务开展情况；抽取采购相

关流程文件，核查发行人各项采购业务开展情况； 

4. 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供应商清单、经英和瑞华确认的重合供应

商信息；通过实地或视频的方式访谈了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及与英和瑞华

重合的主要供应商，核实发行人采购业务开展的独立性情况，并通过主要供应商

确认了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间不存在通过其相互承担成本费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

益安排的情况，并对原材料采购价格进行比对分析及合理性判断； 

5. 访谈了发行人销售负责人，了解发行人销售业务开展情况；抽取销售相

关流程文件，核查发行人各项销售业务开展情况； 

6. 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客户清单、经英和瑞华确认的重合客户信

息；通过实地或视频的方式访谈了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与英和瑞华重合的

主要客户，核实发行人销售业务开展的独立性情况，并通过主要客户确认了发行

人与英和瑞华间不存在通过其相互承担成本费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

况，并对产品销售价格进行比对分析及合理性判断； 

7. 核查了发行人银行账户及财务系统账户的使用情况； 

8. 核查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

务人员、关键销售岗位人员、关键采购岗位人员的资金流水； 

9. 查阅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关于

同业竞争等相关规定。 

【核查结果】 

1.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5．对

发行条件‘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

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中的 ‘重大不利影响’，应当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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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申请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如存在同业竞争情形认定同业竞争是否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时，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应结合竞争方与发行人的经营地域、产

品或服务的定位，同业竞争是否会导致发行人与竞争方之间的非公平竞争，是否

会导致发行人与竞争方之间存在利益输送、是否会导致发行人与竞争方之间相互

或者单方让渡商业机会情形，对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等方面，核查并出具明确意

见。竞争方的同类收入或毛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毛利的比例达 30%以上的，

如无充分相反证据，原则上应认定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应当结合目前经

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未来对上述构成同业竞争的

资产、业务的安排，以及避免上市后出现重大不利影响同业竞争的措施。” 

2. 英和瑞华的实际控制人为谭雁，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谭勇和其配偶宗

丽丽；英和瑞华不属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行人与英和瑞

华不构成法律上的同业竞争关系。 

3. 发行人与英和瑞华电抗器主要客户群体存在较大差异，重合客户数量较

少，发行人向重合客户销售金额占报告期各期收入总额的比例也较小。报告期内，

英和瑞华各期电抗器收入或毛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的比例均未超过

30%。 

4.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英和瑞华实际控制人之间多年未有合作往来，发行

人与英和瑞华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资金往来、业务往来、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相

互承担成本费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况。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关键销售岗位人员、关键采购

岗位人员与英和瑞华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人员等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或业务往来的情况。 

【律师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与英和瑞华经营区域相近，且因主要功能相同，双方电抗器产品

的应用场景相近。但电抗器产品在双方产品体系中的定位存在较大差异，电抗器

是英和瑞华的核心产品，其产品面向电抗器市场所有客户销售；该类产品并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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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核心产品，其在发行人产品体系中的定位为满足变频用变压器客户少量的

电抗器配套采购需求。因此，双方电抗器主要客户群体存在较大差异，重合客户

数量较少，发行人向重合客户销售金额占报告期各期收入总额的比例亦较小，均

不足 3%。报告期内，英和瑞华各期电抗器收入或毛利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的比例均未超过 30%。 

2. 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资金往来、业务往来、关联交

易非关联化、相互承担成本费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况 

3. 英和瑞华与发行人部分业务相同的情况不会导致双方的非公平竞争，亦

不会导致双方存在利益输送、相互或者单方让渡商业机会的情形，或对发行人未

来发展构成潜在影响。 

4. 发行人与英和瑞华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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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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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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