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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保荐机构”）作为江

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测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公

司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

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及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

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对公司开展持

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公司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

相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

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

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上市公司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内未

发生重大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

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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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

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

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

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公司治理制度，督导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行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

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

效执行内控制度，公司的内控制度

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

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

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

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

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成

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保荐人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经保荐机构核

查，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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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

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

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

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前

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

工作计划，并明确了具体的检查工

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

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核

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

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

项。 

2022 年 1-6 月公司不存在需要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史江平先生于 2022 年 6 月 8 日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590,000 股，减持比例为 0.9262%，导致其持股比例

降至 5%以下。因史江平先生减持后未及时发现自身持股比例已降至 5%以下，未

能按规定及时履行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对此，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完成整

改，加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对相关法规的理解，严格履行信息披露的要求，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流失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已取得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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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上述技术积累对公司持续经营起到重要作用。公司核心技术主要由公司

研发团队自主研发形成，其中核心技术人才对公司研发起到重要作用。若出现大

量技术流失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新技术研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和动力系统测试验证服务主要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和航空等细分领域动力系统测试，公司目前在研项

目主要集中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和航空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公司的研发项

目，尤其在航空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的研发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公司研发项目

出现研发失败、研发成果无法产业化等不利情形，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二）经营风险 

1、汽车行业波动风险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下游汽车应用领域为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行业。公司的

产品及服务主要取决于下游应用领域在动力系统的研发投入和生产相关的固定

资产投入，与下游行业产销规模并不具有完全正相关关系。但若我国汽车行业景

气度持续下降、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鼓励政策持续收紧，则可能造成公司下游客

户生产经营状况不佳、财务状况恶化等不良后果，进而导致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

需求的下降，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重要原材料供给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境外厂商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主要为电气控制类和

电机传动控制类，具体类型包括扭矩传感器、功率分析仪、油耗仪、电池模拟器

（含模拟电源）、测试台电机和四象限变频器等，上述原材料的采购规模较大，

且在产品中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均构成产品的核心原材料。若未来国际贸易形

势出现极端情况导致重要原材料采购周期变长、价格剧烈波动或无法顺利进口，

且公司未能合理采取调整生产销售安排、修改产品设计、寻找替代性方案等措施

进行有效应对，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3、与国际知名企业的竞争风险 

由于我国动力系统测试行业相对国外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国际知名厂商以其

多年的技术积累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目前公司的技术水平与国际知名企业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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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均有不足之处。硬件方面的差距包括抗干扰性、测试精度、

稳定性、实时响应能力等，软件方面的包括测试控制策略、测试理念、试验数据

积累及运用、模拟仿真等。 

公司的主要产品集中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燃油汽车领域，并应用于船舶、航

空领域。除技术水平外，目前公司在产销规模、生产工艺及品牌美誉度等方面与

国际顶尖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公司在航空领域作为市场的新进入者，由于

航空发动机研发测试装备等领域长期被国外厂商把持，目前公司的航空用智能测

试装备的主要指标接近国际领先公司同等规格的产品，但产品型号不及国外厂商

全面。 

若未来国际领先企业在巩固原有竞争优势的同时，补强在华业务的产品性价

比、本土化设计与服务、装备和软件的开放性等方面，使市场竞争加剧，且公司

的技术创新能力、质量控制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等不足以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

有效支撑，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存在逾期金额大、账龄长、回款不理想的情况，公司已充分计

提坏账准备。随着公司收入的快速增长，应收账款规模预计将继续增加，若公司

客户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出现支付困难的情况，公司可能面临应收账款

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性现金流等产生不利影响。 

2、项目验收周期较长的风险 

公司产品从生产到验收整体周期较长且不同项目间存在较大差异，根据项目

的复杂程度，通常从签订合同到产品出库需 3-9 个月时间，现场安装需 1-6 个月

时间，现场安装后经试运行或小批量生产达到客户终验收标准需 3-9 个月时间；

此外，项目还存在因项目规模大小、技术复杂程度、客户现场安装环境、客户验

收条件等因素导致项目合同签署至终验收周期较长的情形。若客户不能正常履行

合同对公司的产品及时进行验收，不仅影响公司的收入确认，还将增加存货占款

和延长公司货款回收周期，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 1-6 月，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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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3,666,688.76  164,500,921.29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882,612.55  36,780,881.80  3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899,802.95   34,153,685.32  2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223,848.42  -7,512,784.41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 6 月末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27,460,174.61  686,258,758.89  6.00 

总资产 1,066,614,535.13  981,110,937.92  8.71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5 0.69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5 0.69 8.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9 0.64 7.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74 8.83 减少 2.0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18 8.2 减少 2.02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6.96 6.07 增加 0.89 个百分点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报告期较同期增长 30.18%,系公司航空

高速水力测功器产品及测试验证服务销售收入显著增加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增加主要

系报告期内销售回款增加及税费缓缴政策的影响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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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 

公司成立以来在动力系统测试领域积累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截至本报告期

末拥有发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 91 项、外观专利设计 1 项和软件著作权

47 项。公司为一家动力系统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一贯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专

注于动力系统测试领域技术的开发与完善，先后在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和船舶

领域积累了动力系统测试的研发、制造能力和项目经验，并在开拓了测试验证服

务后，通过与上汽集团、广汽集团、蔚来汽车、联合汽车电子、日本电产等知名

企业合作，为其提供研发测试验证服务，使公司对动力系统的测试手段、测试技

术、测试理念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是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测试领域起步较早的一

批厂商之一，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经验积累和项目经验。公司开发的新能源汽

车整车模拟台架，能够模拟车辆在实际行驶过程中的工况以及测试整车的能耗分

布，实现四电机同时高动态模拟道路加载测试；在燃油汽车领域，公司凭借成熟

的核心技术，能够制造集成快接设备的汽车测试线和支持异地搬迁、野外试验的

集装箱试验房；在船舶领域，公司能够提供高功率密度大扭矩水力测功器，具备

在高转动惯量下的动态快速响应测试能力；在航空领域，公司突破了用于航空发

动机测试的高速水力测功器制造技术，拓展了在航空领域的动力系统测试业务，

在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中国航发南方工业和国营川西机器厂实现航空

发动机实验台首次应用国产高速水力测功器。 

公司建立的江苏省动力测试设备与汽车性能工程实验室为省级工程实验室，

公司的新型大功率低速发动机智能化测试系统、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总成瞬态试验

系统以及 HD235 混合动力总成台架先后被认定为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产

品。 

2、成熟完善的软件平台 

公司自设立起便自主开发智能测试装备所搭载的软件系统，迄今为止经过多

次迭代，已形成可涵盖测试准备、测试仿真、测试过程、测试数据分析的软件平

台。该软件平台具有全透明的程序架构、全图形界面、自动测试功能、内存映射

技术、高速数据记录功能、脚本系统、云存储功能、道路阻力模拟系统和集中监

控系统等特点，并支持 INCA、ASAM、ASAP3 接口以及 DBC 文件，具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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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成化、协同化、开放化的功能，已形成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自主开发的软件平台能够满足两驱动力总成测试、

四驱整车/动力总成测试、变速箱测试、新能源电机驱动系统测试、电动汽车标准

续航工况测试等需求，具备道路模拟及模拟驾驶功能，支持 CANDBC 文件的导

入、编辑和解析，可较为便捷地实现与各型号电池管理系统、新能源汽车整车控

制器、引擎管理系统、变速箱控制器通信。 

在燃油汽车领域，公司自主开发的软件平台能够满足燃油发动机的“国六”

排放标准测试，并支持发动机负载特性、外特性、万有特性曲线试验、NRSC 稳

态循环测试、NRTC 瞬态循环测试，还可兼容各类油耗仪进行瞬态油耗测量，且

已具备成熟的脚本系统，可自动完成发动机 ECU 标定工作所需大量、复杂的控

制过程和数据采集。 

在船舶领域，公司自主开发的软件平台能够满足船用柴油机负载特性、调速

特性、螺旋桨推进特性等试验，具有扭矩多点标定功能，支持液压加载数字标定，

可与引擎控制模块通信，读取错误代码、参数，并具备报警保护功能，实现减速、

减负载运行一小段时间后再停止发动机，避免突然停车对发动机造成损失。 

在航空领域，公司自主开发的软件平台能够满足航空发动机测试过程中的高

速数据采集、宽范围转速测量，可通过程序对测功器的进水阀和排水阀进行联动

控制，增加扭矩控制范围，并可通过程序控制测功器的空载扭矩，还可通过程序

控制使目标值均匀变化，避免人工通过旋钮调节造成的非线性和超调过冲风险，

软件还支持多层次报警和预警功能以保护被测航空发动机。 

3、优质客户 

迄今为止，公司已经成功为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和航空领域的多家

知名企业、科研院所所提供了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及测试验证服务。优质客户

不仅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也为公司积累相关产业知识和行业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新能源汽车领域相关客户有小鹏汽车、英博尔、华为公司、蜂

巢、上汽集团、广汽集团、蔚来汽车、日本电产、联合汽车电子、比亚迪、长安

汽车等；燃油汽车领域相关客户有潍柴集团、吉利集团、中汽研、中国重汽、一

汽集团、五菱柳机、全柴动力、玉柴机器集团、东风汽车、江淮汽车、北汽集团、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船舶领域相关客户有潍柴重机、中国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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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淄柴集团、济柴动力等；航空领域相关客户有中国航发南方工业、中科航

空、中航集成、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国营川西机器厂、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

研究所、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等。  

4、稳定资深的管理团队 

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团队，较高素质的技术研发人才，以及精通生

产工艺的熟练生产队伍。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大部分自公司成立

之初即在公司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研发、制造和经营管理经验。 

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的发

展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利益一致，极大地调动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

利于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公司通过科学的考核体系和股权激励等各种有效手段

激发员工在科技领域的创新积极性。公司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公司技术持续

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的源动力。 

5、航空领域的先发优势 

公司在航空领域已具备用于航空发动机测试的高速水力测功器制造技术。由

于航空发动机具有高转速、大功率的特点，且航空发动机生产及测试验证相关配

套设施的成本高昂，因此航空领域的厂商转换供应商的成本和风险较大。原先航

空发动机相关测试技术主要由少数国外厂商掌握，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

义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尤其是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的封锁及相关设备

的禁售，促使国内航空领域的厂商增加所用测试设备的国产化率。联测科技作为

国内航空动力系统测试领域的先发企业，随着国产替代进程的加速，公司的业务

发展将迎来广阔的机遇。在技术指标方面，公司的航空用水力测功器在最大功率、

最高转速等主要指标方面接近国际领先公司同等规格的产品，能够满足下游航空

领域客户开展的试验任务，开展水力测功器性能曲线范围内的发动机相关性能测

试、耐久测试和下线测试，实现进口替代。 

综上，2022 年 1-6 月，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12,088,870.13  9,988,726.28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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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研发投入 0.00  0.00  - 

研发投入合计 12,088,870.13  9,988,726.28  21.03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

比例（%） 
6.96  6.07  0.89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0.00  0.00  - 

（二）研发进展情况 

公司本期各项在研项目开展情况整体良好，包括高速高功率密度水力测功器、

盘式高速水力测功器、高速测功电机、48 寸四驱转毂、低惯量大扭矩测功电机、

电机模拟器、燃料电池发动机测试系统、YG16000 直叶片式高速高功率水力测功

器、YG7500斜叶片式高速高功率水力侧功器等在研项目本期均在陆续投入研发，

取得了一定的研发成果。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 252,072,076.36 

减：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0,000,000.00 

减：累计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投项目实际支出金额 45,906,763.82 

减：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170,000,000.00 

加：累计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4,722,941.88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0,888,254.42 

注：现金管理金额仍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中。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余额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内募集资金余额 

1 联测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启东支行 
408870100100078669 791,408.82 

2 常测机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启东支行 
408870100100078784 1,319,859.39 

3 联测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启东支行 
513904712210816 9,3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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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测机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启东支行 
513904712510818 8,230,573.45 

5 联测科技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行 
3060000010120100201912 51,934.86 

6 常测机电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行 
3060000010120100201881 485,132.64 

合计 10,888,254.42 

注：常测机电指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通常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合规 

公司 2022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

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万股） 

赵爱国 董事长 931.05 

郁旋旋 副董事长 393.30 

黄冰溶 董事兼副总经理 482.60 

李辉 董事兼副总经理 483.75 

史江平 董事 301.00 

张辉 监事会主席 332.55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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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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