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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康达股发字[2011]第 021-2 号 

 

致：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雪迪龙”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就发行人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境内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以下简称“首发”）的有关问题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已于 2011 年 3月 23日出具了康达股发字[2011]第 021号《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

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康达股发字[2011]第 022号《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并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出具了康达

股发字[2011]第 021-1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口头反馈要

求，本所律师对与发行人首发相关事宜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基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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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编报规则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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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和相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补充，仅供发行人为本次首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首发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除非上下文有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材料进行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

上，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针对反馈问题 1，请补充核查雪迪龙有限设立时作为主要出资的非专利

技术与敖小强曾投资的雪迪龙科贸代理的西门子产品是否相关，是否存在权利

纠纷或潜在争议。 

（一）用于对雪迪龙有限出资的“CEMS 分析系统技术”的形成 

根据敖小强、丁长江出具的说明，敖小强从 1999 年开始，利用近两年的时

间对 CEMS 系统在采样技术、样品传输技术、样品预处理技术、样品分析技术及

数据采集处理技术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在 2000 年基本形成了自有的直

接抽取法 CEMS分析系统技术。2001年 9月，发行人前身雪迪龙有限设立时，敖

小强将上述 CEMS 分析系统技术用于对雪迪龙有限的出资，并委托丁长江代其持

有该部分股权。 

（二）敖小强具有独立研发 CEMS分析系统技术的专业知识 

根据敖小强的个人简历，其 1985 年 7 月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

大学）自动化专业；1985 年 7 月至 1998 年 5 月任北京分析仪器厂（1997 年北京

分析仪器厂与北京瑞利分析仪器公司合并为北京北分瑞利分析仪器（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下同）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7 年当选第一届化工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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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专用仪器仪表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因此在敖小强研发 CEMS 分析系统技术

时已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及实践经验。 

（三）发行人与西门子多年的合作过程中一直不存在纠纷 

就雪迪龙有限设立时作为主要出资的非专利技术与敖小强曾投资的雪迪龙

科贸代理的西门子产品是否存在纠纷的问题，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对敖小强及

西门子（中国）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并制作了访谈笔录。 

根据访谈笔录，雪迪龙科贸曾为西门子仪器仪表产品的分销商，西门子未向

雪迪龙科贸提供过技术，雪迪龙科贸亦接触不到西门子分析系统方面深层次的技

术；西门子与发行人、敖小强及其投资的其他公司之间不存在纠纷或争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雪迪龙有限设立时作为主要出资的“CEMS 分析系统

技术”与敖小强曾投资的雪迪龙科贸代理的西门子产品之间不存在权利纠纷或争

议。 

 

二、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进一步核查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三人在

发行人有无任职，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杨惠男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无亲属关系。 

（一）关于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三人在发行人有无任职的情况 

就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三人的任职情况，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通过访

谈、书面调查的方式进行了核查。经核查： 

1、三人的基本情况 

李庆兰，女，1952 年 7月出生。1969年 7月至 1976年 6月，在黑龙江生产

建设兵团作战士；1976 年 7 月至 1990 年 11 月，在山西雁北地区工程公司担任

审计科科长；1990年 12月至 1999年 12月，在北京大型物资运输四厂担任会计；

1999年 12月退休至今，返聘至北京世纪盛兴洋桥窗帘市场有限公司任主管会计。 

陆慕贤，女，1943 年 12 月出生。1973 年至 1976 年在南通财经学院学习；

1976年至 1988年在南通市玻璃钢船厂担任出纳，财务科长等职；1988 年 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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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3 月在北京市油脂公司经理部财务股担任主管会计等职；1993 年 4 月至

1994 年 12 月，在国家教委中国华育发展总公司担任财务主管；1995 年 1 月至

1996 年 8 月，在中国保利集团房地产和工程建筑公司担任财务主管；1996 年 8

月至 2000 年 1月，在北京科情新技术研究中心担任财务部经理；2000 年 3月至

2004 年 7 月，在北京柯布克商贸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10 月，在北京双华医院担任财务经理；2005 年 10 月至今退休在家。1997 年

12月至 1999年期间曾在北京雪迪龙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做兼职会计。 

白益民，男，1968 年 8 月出生。1991 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北京工

商大学）精细化工专业；1991年至 1993年，就职于北京第一轻工业总公司技术

开发处；1993年至 2005 年，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担任业务经理；2005

年至今为自由撰稿人、企业顾问。 

2、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名册及工资发放记录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从发行人设立之日起至今，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三人均未在发行人处任职。 

（二）亲属关系的核查 

1、根据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杨惠男分别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其四

人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均

没有亲属关系。 

2、本所律师在为发行人首发出具法律意见而进行的尽职调查过程中取得了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北京雪迪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查询表》，根据上述

情况调查表，该等接受调查的自然人与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杨惠男均不存

在亲属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李庆兰、陆慕贤、白益民三人均未在发行人处任职；李

庆兰、陆慕贤、白益民、杨惠男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发行人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亲属关系。 

 

三、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补充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参与社会保障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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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没有参与社会保障的原因。 

就报告期内发行人参与社会保障的具体情况，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检查了

发行人提供的员工名册、缴费凭证和发行人社保、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出具的证

明等资料，经核查： 

1、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 

社保项目 

2008 年末 

存在未缴人员具体原因 公司 

人数 

实缴 

人数 

未缴 

人数 

缴纳金额 

（万元） 

养老保险 223 181 42 52.83 总计未缴人数为 42 人，其中 19 名为退休返聘人员；

4 名由其他单位代缴；12 名处于试用期和 4 名在社保

中心办理增员业务截止日后入职的人员，均已在之后

月份缴纳；2 名为原单位变更手续未办理完成，已于

次月缴纳；1 名为临时劳务派遣人员。 

工伤保险 223 181 42 2.04 

生育保险 223 39 184 0.62 

失业保险 223 181 42 3.73 

医疗保险 223 181 42 32.16 

合计 91.38  

注：根据规定只有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才能缴纳生育保险，因此生育保险人数偏少，报告期内各年

均存在该情况。 

社保项目 

2009 年末 

 存在未缴人员具体原因 公司 

人数 

实缴 

人数 

未缴 

人数 

缴纳金额 

（万元） 

养老保险 279 212 67 84.52 总计未缴人数为 67 人，其中 19 名退休返聘人员；5

名由其他单位代缴；37 名处于试用期和 3 名在社保

中心办理增员业务截止日后入职人员，均已在之后

月份缴纳；2 名为原单位变更手续未办理完成，已于

次月缴纳；1 名为实习生，尚未毕业，于毕业后为其

缴纳社保。 

工伤保险 279 212 67 2.65 

生育保险 279 50 229 0.85 

失业保险 279 212 67 3.75 

医疗保险 279 212 67 51.92 

合计 143.69  

社保项目 

2010 年末 

 存在未缴人员具体原因 公司 

人数 

实缴 

人数 

未缴 

人数 

缴纳金额 

（万元） 

养老保险 411 356 55 142.58 总计未缴人数为 55 人，其中 17 名为退休返聘人员；

7 名由其他单位代缴；9 名处于试用期和 11 名在社

保中心办理增员业务截止日后入职人员，均已在之

后月份缴纳；2 名为实习生，尚未毕业，于毕业后为

其缴纳；9 名为发行人原关联方雪迪龙分析仪器的职

工，社保由雪迪龙分析仪器缴纳，2010 年末雪迪龙

分析仪器进入注销程序后将上述 9 人作为发行人职

工统计，其社保关系已于 2011年转至发行人并由发

行人缴纳。 

工伤保险 411 356 55 4.31 

生育保险 411 63 348 1.48 

失业保险 411 356 55 5.67 

医疗保险 411 356 55 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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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39.59  

社保项目 

2011 年 1-6 月 

存在未缴人员具体原因 公司 

人数 

实缴 

人数 

未缴 

人数 

缴纳金额 

（万元） 

养老保险 455 410 45 121.61 总计未缴人数为 45 人，其中 17 名为退休返聘人员；

6 名由其他单位代缴；6 名在社保中心办理增员业务

截止日后入职人员，已于次月缴纳；1 名为原单位变

更手续未办理完成，已于次月缴纳；15 名实习生，

尚未毕业，于毕业后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工伤保险 455 410 45 3.73 

生育保险 455 83 372 1.18 

失业保险 455 410 45 5.01 

医疗保险 455 410 45 73.49 

合计 205.02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员工人数为 474 人，未缴社保人数为 41 人，

其中 19 名为退休返聘人员；6名由其他单位代缴；5名于社保中心办理业务截止

日后入职；9 名实习生，尚未毕业，于毕业后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 名新入职员

工原单位的社保变更手续仍未办理完毕。 

北京市昌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11年 7月 27日出具证明，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至该证明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前身雪迪龙有限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

市有关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不

存在欠缴、少缴社会保险费或其他违反社会保险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未受该

中心处罚。 

2、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为公司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住房公积金 公司人数 实缴人数 未缴人数 缴纳金额（万元） 

2008年末 223 11 212 1.70 

2009年末 279 18 261 10.86 

2010年末 411 355 56 78.68 

2011年 6月末 455 398 57 100.48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为全体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其中 2008 年度

和 2009 年度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数较少，其主要原因为：2008 年至 2009 年期

间，大部分员工不愿意缴纳住房公积金，公司与该等员工协商后，将应缴住房公

积金中属于公司承担的部分直接以工资或补贴的形式发给员工。为建立健全住房

公积金制度，发行人从 2010 年 5 月开始按照相关规定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员工缴

纳住房公积金。 



                                                       补充法律意见书 

 5-1-3-7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员工人数为 474 人，未缴住房公积金人数为

20人，其中 8名为退休返聘人员；3名由其他单位代缴；9名实习生，尚未毕业，

于毕业后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 

根据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昌平管理部于 2011年 7月 12日出具的《证明》

（编号：2011-15），发行人在该中心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未发现有违反住房公

积金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3、就发行人报告期内未缴或少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敖小强已作出如下承诺：若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公司需为其

员工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或受到处罚或被任何利益相关方以任何方式提出权利

要求时，本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并要求公司补缴的全部社保

/住房公积金款项、处罚款项，全额承担被任何利益相关方以任何方式提出权利

要求的赔偿、补偿款项，以及由上述事项产生的应由公司负担的其他所有相关费

用。 

经过上述核查，除发行人未严格按照规定为试用期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外，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按照国家及地方的有关规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费，不存在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律、行政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发行人在报告期内虽未及时为所有符合条

件的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但自 2010 年 5 月起已经规范，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暨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书面承诺，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因社保或住房公积金纠纷或

争议引发的仲裁、诉讼等事项。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的上述不规范情况对本次首发不构成实质障碍。 

 

四、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评定标准逐条核查并说明

发行人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2008 年 12 月 18 日，发行人前身雪迪龙有限取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0811000466），有效期三年。2008年度至 20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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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北京市昌平区地税局备案登记，发行人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就发行人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问题，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核查了

发行人提供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专项审计报告等资料，经核查： 

（一）发行人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 号）

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1、发行人是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的方式发起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通过自主研发共取得 1 项发明专利、7 项实用新型专

利和 2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通过 5 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使用 1 项发明专利；

对公司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2、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从事分析仪器仪表、环境监测系统、工业过程分析

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运营维护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规定的“资源与环境技术”中的“环境监测技术”范围以及“高新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的“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系统”范围；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3、发行人在 2008 年末、2009 年末以及 2010 年末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

科技人员分别为 92 人、109 人和 185 人，分别占当期职工总数的 41.26%、39.07%

和 45.01%，实际参加研发项目的研发人员分别为 46 人、57 人和 83 人，占当期

职工总数的 20.63%、20.43%和 20.19%；持续符合条件；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职工总人数为 455 人，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为 198 人、占企

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43.52%；实际参加研发项目的研发人员为 92 人，占企业当年

职工总数的 20.22%；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4、发行人 2008、2009 和 2010 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分别为 873.68

万元、774.04 万元和 1,113.15 万元，收入分别为 18,909.05 万元、25,236.76 万元

和 30,017.38 万元，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总额分别为：4.59%、3.05%和 3.68%；

持续符合条件；发行人最近一年销售收入为 30,017.38 万元；2008 年度至 2010

年度三年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总销售收入的 3.7%，且研发费用均发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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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 

5、发行人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主要包括烟气连续监测系统、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系统等环境监测系统，高温水泥分析系统等工业过程分析系统以及激

光粉尘仪、红外分析仪等气体分析仪器。发行人报告期内大部分产品（服务）收

入来自于上述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以及 2011 年 1-6 月份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发行人当年总收入的

比例均在 60％以上；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 

6、经发行人自评，其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

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良好，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指引》的要求。 

（二）发行人不存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取消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下述情形：“ 

1、在申请认定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 

2、有偷、骗税等行为的； 

3、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的； 

4、有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 

（三）发行人已经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复审）》 

北京中平建华浩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对发行人2008-2010年度的

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2010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分别进

行了专项审计，并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分别出具了中平建华浩审字[2011]21765-A

号及中平建华浩审字[2011]21765-B 号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 

发行人已提交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复

审申请仍在审理过程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不存在应取消其资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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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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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之专用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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