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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七） 

德恒01F20190248-27号 

致：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根据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

务合同》，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2018

年12月18日出具了《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于2019年4月30日、2019

年5月28日、2019年8月28日、2019年8月30日、2019年9月12日和2019年9月27日

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

《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和《补充法律意见（六）》。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六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596号）

提出的有关审核问询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七）》。 

本《补充法律意见（七）》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

（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的修改和补充，并构

成《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

《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

充法律意见（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七）》所作的补

充或修改之外，《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

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

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的内容仍然有效。 

除另有说明外，《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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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

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中所述的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

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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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新增订单，发行人存在测绘业务。 

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测绘业务、具体项目及金额；（2）

发行人是否具备从事测绘业务的资质，转委托其他方从事测绘业务的，受托方是

否具备相关资质，发行人是否存在超出许可范围从事测绘业务的情形或者其他

违反测绘相关规定的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者被处罚的潜在风险。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说明核查过程、核查依据和核查结论。 

回复： 

本所承办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查验程序：1.核查了发行人提供的报

告期内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署的相关服务协议，以了解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测绘业务、具体项目及金额情况；2.询问发行人技术部门负责人、发行人提

供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服务的项目客户，以了解发行人无人机倾斜摄影及三维建

模主要工作方式及内容，审阅发行人客户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3.审阅中国测绘

研究院政府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出具的书面技术认定意见，前往中国测绘研究

院政府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就发行人提供的无人机倾斜摄影及三维建模技术

服务是否属于测绘活动进行咨询确认；4.咨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以了解发行人开展的两项无人机倾斜摄影

技术服务项目是否属于测绘活动。 

（一）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测绘业务、具体项目及金额；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报告期内业务合同、财务账册，报告期内发行人提供无人

机倾斜摄影及三维建模服务的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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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

称 

合同

履行

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签署

日期 

合同金

额（万

元） 
服务内容 

合同

是否

履行

完毕 

1.  

阳泉煤

业（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二

矿 

发行

人 

阳煤二矿

井田中南

部区域地

面航拍 

2017.11.25 60 

1. 对阳煤二矿井田中南部区域地

面进行无人机倾斜摄影航拍，提

供航拍原始照片数据与三维模型

成果数据； 
2.发行人确保在该项目中交付的

三维模型成果数据可在常见在线

地图查看软件，如LocaSpace 
Viewer中加载查看； 

3.发行人提供人员培训和技术服

务。 

是 

2.  

北京经

纬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发行

人 

新建赣深

铁路（广

东段）项

目倾斜摄

影技术服

务 

2019.4.17 180 

完成对倾斜摄影数据处理以及对

模型单体化服务；并且生成三维

模型用于平台可视化综合展示，

测量和台账管理 

否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矿、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

年10月10日就其与发行人合作的上述项目出具说明，确认其委托发行人完成的阳

煤二矿井田中南部区域地面航拍、新建赣深铁路（广东段）项目倾斜摄影技术服

务均不以建立统一测绘基准、不以关联测量控制点为前提，不要求项目承担方具

备测绘航空摄影专业资质。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政府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于2019年10月10日就发行

人上述项目出具了《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倾斜摄影三维建模项目

技术认定意见》，认为“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的倾斜摄影项目，主要

是开展倾斜摄影数据处理、模型单体化，生成三维模型用于平台可视化展示、测

量及台账管理。不建立统一测绘基准，不编制基本比例尺地图、影像图和数字化

产品，不制作导航电子地图，不标注敏感信息，如军事禁区、大型水利设施、桥

梁限高、隧道高度、江河通行能力等，不属于测绘活动。具体说明如下： 

1.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倾斜摄影项目中采集的空间坐标为自定义坐

标系，与大地测量控制点没有关联，坐标点全部为虚拟数值，没有地理意义，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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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效果展示，不属于测绘活动。 

2.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项目合同及委托方技术方案对交付物

的要求未达到测绘质量规定，没有要求采用国家、地方测绘控制点，不涉及涉密

信息采集，无需测绘资质开展相关工作。 

3. 关于测绘资质，倾斜摄影、一般航摄、无人机飞行器航摄有不同的分级要

求，主要是针对与保密相关的国家基础测绘和地理信息所提出的，在不建立统一

测绘基准、不关联测量控制点的情况下，对单个建筑或局部区域无人机倾斜摄影

及三维建模不需要测绘资质。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的倾斜摄影项目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测绘法》《中国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测绘资质管理规定》《测绘资质

分级标准》《北京市测绘条例》等国家和有关单位关于测绘活动相关规定。”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成立于1959年6月，隶属于自然资源部，是测绘地理信

息行业最大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是测绘行业唯一的国家公益性科研院所。

其职责定位是从事测绘与地理空间信息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为国家重大工程

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测绘技术支撑；解决我国测绘事业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

引领测绘行业技术进步；解决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的共性技术问题，促进地理空间

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政府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是隶属于中国

测绘科学研究院的公益型二级机构，主要致力于电子政务辅助决策、应急地理信

息服务、互联网地理信息挖掘、地理国情信息统计分析等方面研究。面向信息化

社会环境开展空间决策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完整的空间信息决策技术体系，解决

重大工程中地理信息与政务信息整合与服务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自主研制空间信

息决策系列软件，以服务国务院办公厅为核心，建立面向专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

空间辅助决策应用服务体系，为各级政府办公决策提供空间信息保障。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开展上述项目是否属于从事测绘业务相关问题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咨询，国土测绘司认为，发行人开展上述项目是

否属于从事测绘业务属于测绘专业技术问题，应咨询相关测绘技术人员或者专业

测绘机构，中国测绘研究院在测绘行业的技术判断较为权威，其技术认定具有可

采信性。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七） 

6 

经核查，国土测绘司的主要职能为拟订全国基础测绘规划、计划并监督实施。

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测绘和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等重大项目。建立和管理国家测

绘基准、测绘系统。监督管理民用测绘航空摄影与卫星遥感。拟订测绘行业管理

政策，监督管理测绘活动、质量，管理测绘资质资格，审批外国组织、个人来华

测绘。 

根据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政府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龙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倾斜摄影三维建模项目技术认定意见》，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报告期内开展的两项倾斜摄影技术服务项目不属于测绘业务，发行人提供

上述无人机倾斜摄影及三维建模服务不需要取得测绘航空摄影专业资质。 

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展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服务项目取得的收入占发行人营

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阳煤二矿井田中南部区域地面航拍

业务项目 
— — 56.60 — 

新建赣深铁路（广东段）项目倾斜

摄影技术服务项目 
4.00 — — — 

合  计 4.00 — 56.60 — 

营业收入 6,567.78 12,547.74 10,726.90 7,933.49 

测绘相关项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0.06% — 0.53% — 

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展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服务项目实现的收入占业务总收

入比重较低。 

（二）发行人是否具备从事测绘业务的资质，转委托其他方从事测绘业务的，

受托方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发行人是否存在超出许可范围从事测绘业务的情形

或者其他违反测绘相关规定的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者被处罚的潜在风险。 

1. 发行人取得测绘资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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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目前持有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于2018年9月3日核发的编号为乙测资字1111497的《测绘资质证书》，证载专业

范围为“乙级：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理信息数据处理（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以

下）、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以

下）”，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测绘资质到期延续情况如下： 

2015年4月16日，发行人首次取得测绘资质证书（乙级），有效期至2017年7

月31日；2017年7月10日，发行人完成测绘资质证书（乙级）续期，有效期至2019

年12月31日；2018年9月3日，因发行人法定代表人变更，发行人完成测绘资质证

书（乙级）变更登记，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根据发行人资质证书历次有效

期延续情况，发行人继续延展测绘资质证书不存在重大风险。 

2. 发行人转委托测绘业务情况、受托方资质情况、发行人是否存在违规从事

测绘业务情况以及是否存在纠纷或被处罚风险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确认，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七）》之“（一）报

告期内是否存在测绘业务、具体项目及金额”所述，发行人开展的无人机倾斜摄

影技术服务项目不属于从事测绘业务，发行人不存在转委托测绘业务的情形，不

存在超出许可范围从事测绘业务或其他违反测绘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被处

罚的风险。 

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查询信息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等网

站的公开信息，并根据发行人确认以及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矿、北

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二矿、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上述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

服务项目不存在纠纷。 

本《补充法律意见（七）》正本一式陆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七）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七）》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王  丽 

 

 

经办律师：                

   赵雅楠 

 

经办律师：                

   毕玉梅 

 

经办律师：                

   朱思萌 

 

年    月    日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新增订单，发行人存在测绘业务。
	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测绘业务、具体项目及金额；（2）发行人是否具备从事测绘业务的资质，转委托其他方从事测绘业务的，受托方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发行人是否存在超出许可范围从事测绘业务的情形或者其他违反测绘相关规定的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者被处罚的潜在风险。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说明核查过程、核查依据和核查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