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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成（深圳）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申请挂牌”）的专项法

律顾问。 

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经出具了《北京⼤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步

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件的第⼀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的要求，本所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需要律师进⼀步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问

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承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材料、副本材料、扫描材料或者⼜头证⾔，并⽆隐

瞒、虚假陈述和重⼤遗漏之处；且⽂件材料为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的，与原件⼀致。 

2.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以前已经发⽣或者存

在的事实，严格履⾏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原则，进⾏了充分的核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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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关重要⽽又⽆法得到独⽴证据⽀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件以及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

具的书⾯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4.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修改和补充，如在内容上有不⼀致之处的，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其他事项和所⽤释义继续适⽤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5.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所必备的法律⽂件，随其他申报

材料⼀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件和事实进⾏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如下： 

       ⼀、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及其关

联⽅占⽤公司资⾦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占⽤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主体、发

⽣的时间与次数、⾦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占⽤费的⽀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

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

意见。（《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2） 

回复： 

（⼀）报告期初⾄申报⽇ 

根据《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公司提供的⽂件和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及其关联⽅占⽤公司资⾦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关联交易 2.偶发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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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关于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件的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及公司的书⾯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7 年 9 ⽉ 4 ⽇公司《股东会决议》，报告期初⾄申报⽇，公司股东（员

⼯持股平台）同步投资、同源投资存在借⽤公司资⾦⽤于⽀付开办费⽤且未⽀付资⾦占⽤费

的情形。2017 年 9 ⽉ 4 ⽇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对 2015 年初⾄ 2017 年 9 ⽉ 4 ⽇公司与关联⽅

发⽣的关联交易全部予以追认。截⾄ 2017 年 9 ⽉ 29 ⽇，公司已全部收回拆出款项。具体情

况如下： 

1.同步投资 

关联⽅ 时间 拆出次数 占⽤⾦额（元） 归还次数 归还⾦额（元） 

同步投资 2017.09 - - 1 3,254.20 

2017 年度合计 - - - 1 3,254.20 

同步投资 2016.04 1 2,650.00 - - 

同步投资 2016.05 1 275.00 - - 

同步投资 2016.08 1 11.00 - - 

同步投资 2016.11 2 318.20 - - 

2016 年度合计 - 5 3,254.20 - - 

2.同源投资 

关联⽅ 时间 拆出次数 占⽤⾦额（元） 归还次数 归还⾦额（元） 

同源投资 2017.09 - - 1 3,274.80 

2017 年度合计 - - - 1 3,274.80 

同源投资 2016.04 1 2,650.00 - - 

同源投资 2016.05 2 295.00 - - 

同源投资 2016.08 1 11.00 - - 

同源投资 2016.11 2 318.80 - - 

2016 年度合计 - 6 3,274.80 - -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未制定关联交易等相关制

度，存在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股东会决议，程序不规范的情形。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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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并在《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定义，并明确规定了关联交

易的决策程序。 

（⼆）申报审查期间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申报审查期间⾄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及其关联⽅占⽤公司资⾦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相应承诺、规范的情形。 

（三）现⾏相关制度建⽴及运⾏情况 

1.《公司章程》 

股份公司成⽴后，为防范控股股东利⽤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

⽅占⽤资⾦等情形予以了明确。 

第三⼗六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不得利⽤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公司

积极采取措施防⽌股东及其关联⽅占⽤或者转移公司资⾦、资产及其他资源。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违反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七条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应严格依法⾏使出资⼈的权利，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不得利⽤利润分

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占⽤、借款担保等⽅式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不得利⽤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三⼗⼋条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发⽣的经营性资⾦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占⽤

公司资⾦。公司不得以垫⽀⼯资、福利、保险、⼴告等期间费⽤，预付投资款等⽅式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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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使⽤，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

其他⽀出”。 

 第三⼗九条规定“公司不得以下列⽅式将资⾦直接或间接的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关联⽅使

⽤：（⼀）有偿或⽆偿地拆借公司的资⾦给控股股东及关联⽅使⽤；（⼆）通过银⾏或⾮银

⾏⾦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提供委托贷款；（三）委托控股股东及关联⽅进⾏投资活

动；（四）为控股股东及关联⽅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五）代控股股东

及关联⽅偿还债务；（六）以其他⽅式占⽤公司的资⾦和资源。 

 公司严格防⽌控股股东及关联⽅的⾮经营性资⾦占⽤的⾏为，并持续建⽴防⽌控股股东

⾮经营性资⾦占⽤的长效机制。公司财务部门应分别定期检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经

营性资⾦往来情况，杜绝控股股东及关联⽅的⾮经营性资⾦占⽤情况的发⽣。在审议年度报

告、半年度报告董事会会议上，财务负责⼈应向董事会报告控股股东及关联⽅⾮经营性资⾦

占⽤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2.有关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内控制度 

       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后，制定了《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等内控制度，对关联⽅与关联交易的确认作出明确定义，同时规定了总经理

审查、董事会审查、股东⼤会审议及关联交易执⾏的相关管理制度，该等规定符合我国法律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级管理⼈员已出具了

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详见《法律意见书》“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5.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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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严格遵守公司制定的相关制

度，不存在违反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况。 

本所认为，虽然报告期内公司员⼯持股平台同步投资、同源投资因设⽴时⽀付开办费⽤

⽽存在占⽤公司资⾦的情形，但公司与同步投资、同源投资之间的拆借款项已得到清偿且⾦

额较⼩；股份公司成⽴后，公司也对关联⽅资⾦拆借进⾏了规范，建⽴了《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范制度，并严格执⾏；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及关联⽅签署《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之⽇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没有发⽣新的关联⽅占⽤公

司资⾦的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应承诺、规范的情形。因此，公司报告期内发⽣的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障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

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事、监事、⾼级管理⼈

员，以及控股⼦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

否按要求进⾏核查和推荐；（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为⽽被列⼊环保、⾷品药品、产

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

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反馈意见》：⼀、

公司特殊问题 3） 

回复： 

（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事、监事、⾼级管理⼈

员，以及控股⼦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

否按要求进⾏核查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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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信息公⽰系统（http://gsxt.saic.gov.cn/），并核查公司提

供的《企业信⽤报告》、公司法定代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事、监事、⾼级管理

⼈员《个⼈信⽤报告》、《⽆犯罪记录证明》，并检索全国法院被执⾏⼈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

（http://shixin.court.gov.cn/）、中国裁判⽂书⽹（http://wenshu.court.gov.cn/）、“信⽤中国”

⽹ 站 （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 、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记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公司、法定代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

事、监事、⾼级管理⼈员以及控股⼦公司⾃报告期期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不存在

被列⼊失信被执⾏⼈名单、被执⾏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合监管要求。 

（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为⽽被列⼊环保、⾷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

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华⼈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http://www.zhb.gov.cn/）、国家⾷品药品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 http://www.sda.gov.cn.WS01/CL0001 ） 、 国 家 企 业 信 ⽤ 信 息 公 ⽰ 系 统

（ http://gsxt.saic.gov.cn/ ） 、 国 家 安 全 ⽣ 产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 http://www.china 

safety.gov.cn/newpage/）、⼴东省环境保护公众⽹(http://www.gdep.gov.cn)、⼴东省国家税务

局 ⽹ 站 (http://www.gd-n-tax.gov.cn/pub/001032/) 、 ⼴ 东 省 地 ⽅ 税 务 局 ⽹ 站

(http://www.gdltax.gov.cn/gdsite/index.shtml) 、 ⼴ 东 省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 站

(http://www.gdqts.gov.cn)、 深圳⼈居环境⽹（http://www.szhec.gov.cn/ztfw/ztzl/ljyh/）、深

圳市各区域环境保护和⽔务局、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 深 圳 市 ⾷ 品 药 品 进 度 管 理 局 ） （ www.szmqs.gov.cn ） 、 深 圳 市 地 ⽅ 税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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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zds.gov.cn/#xxgk）、深圳市国家税务局（http://www.szgs.gov.cn）、深圳市卫

⽣和计划⽣育委员会（http://www.szhfpc.gov.cn/）等⽹站公⽰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提供的《个⼈信⽤报告》、深圳市、东莞市、珠海市各卫⽣主管部门、国家及地⽅税务局、

市监局等出具的⽆违法违规证明等⽂件，以及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事、监

事、⾼级管理⼈员出具的书⾯说明及承诺，公司、法定代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

事、监事、⾼级管理⼈员以及控股⼦公司⾃报告期期初⾄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不存

在因违法⾏为⽽被列⼊环保、⾷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

的其他形式“⿊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被列⼊失信被执⾏⼈名单、被执⾏联合惩戒的情形。 

本所认为，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符合监管要求及《全国中⼩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基本标准指引（试⾏）》规定的“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事项并说

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

⽌股东及其关联⽅占⽤或转移公司资⾦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的诚信义务、股东⼤会审议的重⼤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事项

的范围、重⼤担保事项的范围、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讨论评估的安

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利润分配制

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的内容和⽅式、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

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董事制度（如

有）。（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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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

备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5） 

回复： 

      （1）请公司补充说明公司章程是否载明以下事项并说明具体内容：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

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为防⽌股东及其关联⽅占⽤或转移公司

资⾦或资产或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的诚信义务、股东⼤会审议的重

⼤事项的范围以及须经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事项的范围、重⼤担保事项的范围、董

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公司治理结构进⾏讨论评估的安排、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

告的安排、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利润分配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的内容和⽅

式、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仲裁⽅式的，是否指明具体的仲裁机构）、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

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如有）、独⽴董事制度（如有）。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有效的《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公司章程对上述内容的记载情况如下： 

需载明相

关事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公司章程 

是否载明 

公司股票

的登记存

管机构及

股东名册

的管理 

第⼗三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公司股票采取记名⽅式。公司股票在全

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登记

存管。 

第⼆⼗七条 公司应建⽴股东名册并置备于公司。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的充分证据，由信息披露事务负责⼈负责管理和更新。 

是 

保障股东

权益的具

体安排 

第⼆⼗六条 公司股东为依法持有公司股份的法⼈和⾃然⼈。股东按其所持的股

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

担同种义务。 

第⼆⼗九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公司股东享有知情权，有查阅本章

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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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公司股东享有参与权，有权参与公司的重⼤

⽣产经营决策、利润分配、弥补亏损、资本市场运作（包括但不限于发⾏股票

并上市、融资、配权等）的重⼤事宜。公司控股股东不得利⽤其优势地位剥夺

中⼩股东的上述参与权或者变相排挤、影响公司中⼩股东的决策。（三）公司

股东享有质询权，有权对公司的⽣产经营进⾏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有权

对公司董事、监事和⾼级管理⼈员超越法律和本章程规定的权限的⾏为提出质

询。（四）公司股东享有表决权，有权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代

理⼈参加股东⼤会，并⾏使相应的表决权。（五）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

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六）依照法律、⾏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

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股份。（七）公司终⽌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

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分配。（⼋）对股东⼤会做出的公司合并、分⽴决议

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九）法律、⾏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为防⽌股

东及其关

联⽅占⽤

或转移公

司资⾦或

资产或其

他资源的

具体安排 

第三⼗六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不得利⽤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积极采取措施防⽌股东及其关联⽅占⽤或者转移公司资⾦、资产及其他资

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违反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第三⼗⼋条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发⽣的经营性资⾦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

占⽤公司资⾦。公司不得以垫⽀⼯资、福利、保险、⼴告等期间费⽤，预付投

资款等⽅式将资⾦、资产和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使

⽤，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出。 

第三⼗九条 公司不得以下列⽅式将资⾦直接或间接的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关联⽅

使⽤：（⼀）有偿或⽆偿地拆借公司的资⾦给控股股东及关联⽅使⽤；（⼆）

通过银⾏或⾮银⾏⾦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提供委托贷款；（三）委托控

股股东及关联⽅进⾏投资活动；（四）为控股股东及关联⽅开具没有真实交易

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五）代控股股东及关联⽅偿还债务；（六）以其他⽅

式占⽤公司的资⾦和资源。公司严格防⽌控股股东及关联⽅的⾮经营性资⾦占

⽤的⾏为，并持续建⽴防⽌控股股东⾮经营性资⾦占⽤的长效机制。公司财务

部门应分别定期检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经营性资⾦往来情况，杜绝控

股股东及关联⽅的⾮经营性资⾦占⽤情况的发⽣。在审议年度报告、半年度报

告董事会会议上，财务负责⼈应向董事会报告控股股东及关联⽅⾮经营性资⾦

占⽤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是 

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
第三⼗七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应严格依法⾏使出资⼈的权利，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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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诚

信义务 

不得利⽤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占⽤、借款担保等⽅式损害公

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

的利益。 

股东⼤会

审议的重

⼤事项的

范围以及

须经股东

⼤会特别

决议通过

的重⼤事

项的范围 

第四⼗条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机构，依法⾏使下列职权：（⼀）决定公司的

经营⽅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由职⼯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

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四）审议批

准监事会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案、决算⽅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案和弥补亏损⽅案；（七）对公司增加或者

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发⾏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九）对公司合

并、分⽴、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修改本章程； （⼗

⼀）对公司聘⽤、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

⼗⼀条规定的担保事项；（⼗三）审议公司在⼀年内购买、出售重⼤资产超过

公司最近⼀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途

事项；（⼗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六）审议需由股东⼤会决定的关联交

易；（⼗七）审议法律、⾏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会决

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为，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公

司控股⼦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四）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及其关联⽅提供的担保；（六）本章程或届时适⽤

的法律法规规定的需经股东⼤会审批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股东⼤会在审议为

股东、实际控制⼈及其关联⽅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

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应由出席股东⼤会的其他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第七⼗三条 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

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股

东⼤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以上通过。 

第七⼗四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

⼯作报告；（⼆）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案和弥补亏损⽅案；（三）董事会

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付⽅法；（四）公司年度预算⽅案、决算⽅

案；（五）公司年度报告；（六）聘⽤、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七）除法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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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第七⼗五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

册资本；（⼆）公司的分⽴、合并、解散和清算；（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年内购买、出售重⼤资产或者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期经审

计总资产 30%的；（五）股权激励计划；（六）法律、⾏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

的，以及股东⼤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重⼤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

通过的其他事项。 

重⼤担保

事项范围 

第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为，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公

司控股⼦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四）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及其关联⽅提供的担保；（六）本章程或届时适⽤

的法律法规规定的需经股东⼤会审批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是 

董事会对

公司治理

机制及公

司治理结

构进⾏讨

论评估的

安排 

第⼀百〇六条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落实股东⼤会决议，

提⾼⼯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 

第⼀百〇七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

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投资项⽬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员进⾏评审，并报股东⼤会批准。 

是 

公司依法

披露定期

报告和临

时报告的

安排 

第⼀百四⼗六条 公司在每⼀会计年度结束之⽇起 4 个⽉内编制年度报告并披

露，在每⼀会计年度前 6 个⽉结束之⽇起 2 个⽉内编制半年度报告。公司发⽣依

据法律、⾏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有关规定需要

披露临时报告的情形时，应依法及时披露临时报告。 

上述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按照有关法律、⾏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及全国中⼩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规定进⾏编制并披露。 

第⼀百五⼗九条 公司应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其中定期报告包括年度

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临时报告包括股东⼤会决议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

会决议公告以及其他重⼤事项。 

是 

信息披露

负责机构

及负责⼈ 

第⼀百⼆⼗九条 公司设信息披露负责⼈，负责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

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信息披露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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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应遵守法律、⾏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第⼀百六⼗⼀条 公司董事会为公司信息披露的负责机构，信息披露负责⼈负责

信息披露事务。信息披露负责⼈不能履⾏职责时，由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

的董事代⾏信息披露职责。 

第⼀百六⼗⼆条 董事、监事、财务负责⼈及其他⾼级管理⼈员和公司相关⼈员

应当⽀持、配合信息披露负责⼈在信息披露⽅⾯的⼯作。信息披露负责⼈在履

⾏职责过程中受到不当妨碍或者严重阻挠时，可以向主办券商或全国股份转让

公司报告。 

利润分配

制度 

第⼀百四⼗⼋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列⼊公司

法定公积⾦。公司法定公积⾦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

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不⾜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之前，应当先⽤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

⾦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公司弥补亏损

和提取公积⾦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

不按持股⽐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

定公积⾦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百四⼗九条 公司的公积⾦⽤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公司⽣产经营或者转

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将不⽤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百分之⼆⼗五。 

第⼀百五⼗条 公司实⾏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

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如公司根据⽣产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

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 

第⼀百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股票或者现⾦股票相结合的⽅式分配股

利，但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第⼀百五⼗⼆条 公司股东⼤会对利润分配⽅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

东⼤会召开后两个⽉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公司以现⾦⽅式分配股利为主。 

是 

投资者关

系管理⼯

作的内容

和⽅式 

第⼀百六⼗三条 公司信息披露负责⼈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作，在全⾯深

⼊了解公司运作和管理、经营状况、发展战略等情况下，负责策划、安排和组

织各类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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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百六⼗四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作内容为，在遵循公开信息披露原则的前

提下，及时向投资者披露影响其决策的相关信息，主要内容包括：（⼀）公司

的发展战略，包括公司的发展⽅向、发展规划、竞争战略和经营⽅针等 ；

（⼆）本章程第⼀百五⼗九条规定的信息披露内容；（三）公司依法可以披露

的经营管理信息，包括⽣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

发、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等；公司如委托分析师或其他独⽴机构发表投资价值

分析报告的，刊登该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时应在显著位置注明“本报告受公司委托

完成”的字样。（四）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重⼤事项，包括公司的重⼤投资及其

变化、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对外合作、对外担保、重⼤合同、关联交易、

重⼤诉讼或仲裁、管理层变动以及⼤股东变化等信息；（五）企业⽂化建设；

（六）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 

第⼀百六⼗五条 公司应积极建⽴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作制度，通过多种形式

主动加强与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沟通和交流。 

第⼀百六⼗六条 公司董事长为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的第⼀负责⼈，公司信息披

露负责⼈具体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作。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式包括但

不限于：（⼀） 公告，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股东⼤会；（三） 公

司⽹站；（四） 分析会议和业绩说明会；（五） ⼀对⼀沟通；（六） 邮寄资

料；（七） 电话咨询；（⼋） ⼴告、宣传单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九）媒体采

访和报道；（⼗）现场参观。 

纠纷解决

机制（选

择仲裁⽅

式的，是

否指明具

体的仲裁

机构） 

第三⼗⼆条 董事、⾼级管理⼈员执⾏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政法规或者本章

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 180 ⽇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1%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书⾯请求监事会向⼈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执⾏公司职务时违

反法律、⾏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以书⾯请求

董事会向⼈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请求后

拒绝提起诉讼，或者⾃收到请求之⽇起 30 ⽇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

⽴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

了公司的利益以⾃⼰的名义直接向⼈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侵犯公司合法权

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三条  董事、⾼级管理⼈员违反法律、⾏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损害

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百四⼗条 监事会⾏使下列职权：（七）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对董事、

⾼级管理⼈员提起诉讼。 

第⼀百九⼗三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级管理⼈员涉及章程规定的纠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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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应当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提请位于深圳市的华南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仲裁。 

关联股东

和关联董

事回避 

制度 

第七⼗七条 股东⼤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有效表决总数，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应当充分披露⾮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的回避

和表决程序如下：（⼀）董事会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的规定，对拟提交股东⼤会审议的有关事项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作出判

断。如经董事会判断，拟提交股东⼤会审议的有关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则董事

会应以书⾯形式通知关联股东。（⼆）与股东⼤会审议的事项有关联关系的股

东，应当向公司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并主动申请回避，其他股东也有权提出

回避；（三）股东⼤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会主持⼈宣布有关联关

系的股东，并对关联股东与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关系进⾏解释和说明；（四）

⼤会主持⼈宣布关联股东回避，由⾮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事项进⾏审议、表

决；（五）关联事项形成决议，必须由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如该交易事项属本章程第七⼗五条规定的特别决议事项，应由出席

会议的⾮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以上通过。关联股东未主动申请回避

的，其他参加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有权要求关联股东回避；如其他股东

或股东代表提出回避请求时，被请求回避的股东认为⾃⼰不属于应回避范围

的，应由股东⼤会会议主持⼈根据情况与现场董事、监事及相关股东等会商讨

论并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应予回避的关联股东可以参加审议与其有关联关系

的关联交易，并可就该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法及产⽣的原因等向股东⼤会作

出解释和说明，但该股东⽆权就该事项参与表决。如需表决的关联交易事项涉

及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回避将造成关联交易事项⽆法表决时，可由全体股东出

具豁免回避义务函，豁免全体股东在召开的该次股东会上履⾏《公司章程》所

规定的回避义务。 

第⼀百条 ……除⾮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向董事会做了披露，

并且董事会在不将其计⼊法定⼈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

项，公司有权撤销该合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是善意第三⼈的情况下除

外。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就有关关联交易进⾏表决时不参与表决。有关

联关系的董事回避和表决程序为：(⼀)公司关联关系董事或其他董事根据相关规

定提出关联董事回避申请并进⾏回避；(⼆)关联关系董事不得参与审议有关关联

交易事项；(三)董事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表决时，在扣除关联关系董事所

代表的表决权后，由出席董事会的⾮关联关系董事按本章程规定进⾏表决。如

需表决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全体董事，全体董事回避将造成关联交易事项⽆法

表决时，可由全体董事出具豁免回避义务函，豁免全体董事在召开的该次董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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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履⾏《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回避义务。 

累积投票

制度 

第七⼗九条 董事、监事候选⼈名单以提案的⽅式请股东⼤会表决。股东⼤会就

选举董事、监事进⾏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可以实⾏

累积投票制。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股

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 

是 

独⽴董事

制度 
公司未实⾏独⽴董事制度，公司章程未对独⽴董事制度进⾏特别规定。 不适⽤ 

       （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章程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相关条款是否具备

可操作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a.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第⼋⼗⼀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公司名称和住

所；(⼆)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设⽴⽅式；(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额和注册资本；(五)发

起⼈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式和出资时间；(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

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九)公司利润分配办

法；(⼗)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股东⼤会会议认

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经本所核查公司现⾏有效的《公司章程》，包括：（1）总则；（2）经营宗旨和范围；

（3）股份；（4）股东和股东⼤会；（5）董事会；（6）总经理及其他⾼级管理⼈员；（7）

监事会；（8）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9）信息披露制度；（10）投资者关系管

理；（11）通知和公告；（12）合并、分⽴、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13）修改章程；

（14）争议解决；（15）附则共⼗五章内容，章程条款总计 200 条。本所认为，公司现⾏有

效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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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章程符合《⾮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公司章程是否

具有可操作性 

第七条公众公司应当依法制定公司章

程。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众公司章程必

备条款作出具体规定，规范公司章程的

制定和修改。 

第⼀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的合法

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为，根据《中华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

章程。 

是 

第⼗⼋条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的规

定，同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章程中

约定建⽴表决权回避制度。 

公司章程第七⼗七条、第⼀百条规定了关联

股东、董事回避表决相关事项。 是 

第⼗九条公众公司应当在章程中约定纠

纷解决机制。股东有权按照法律、⾏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仲裁、民

事诉讼或者其他法律⼿段保护其合法权

益。 

公司章程第三⼗⼆条、第三⼗三条、第⼀百

四⼗条、第⼀百九⼗三条规定了纠纷解决机

制。 是 

第⼆⼗九条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导致股

东累计超过 200 ⼈的公众公司可以在公

司章程中约定其他信息披露⽅式；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相关

信息的，应当符合本条第⼀款的要求。 

公司股东未超过 200 ⼈，不适⽤本条。 

不适⽤ 

注：具体条款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之回复”。 

本所认为，公司现⾏有效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符合《⾮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c.公司章程符合《⾮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的相关要求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公司章程是否具

有可操作性 

第⼆条章程总则应当载明章程的法律效

⼒，规定章程⾃⽣效之⽇起，即成为规

范公司的组织和⾏为、公司与股东、股

第九条公司章程⾃⽣效之⽇起，即成为规

范公司的组织与⾏为、公司与股东、股东

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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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约束

⼒的法律⽂件，对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级管理⼈员具有法律约束⼒。 

⼒的⽂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级管理⼈员具有法律约束⼒。 

第三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股票采⽤记名

⽅式，并明确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

以及股东名册的管理规定。 

公司章程第⼗三条和第⼆⼗七条。 
是 

第四条章程应当载明保障股东享有知情

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的具体安

排。 

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九条。 
是 

第五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为防⽌股东及

其关联⽅占⽤或者转移公司资⾦、资产

及其他资源的具体安排。 

公司章程第三⼗六条、第三⼗⼋条和第三

⼗九条。 是 

第六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的诚信义务。明确规定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不得利⽤各种⽅式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

程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章程第三⼗七条。 

是 

第七条章程应当载明须提交股东⼤会审

议的重⼤事项的范围。章程应当载明须

经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的重⼤事项的

范围。公司还应当在章程中载明重⼤担

保事项的范围。 

公司章程第四⼗条、第四⼗⼀条、第七⼗

三条、第七⼗四条和第七⼗五条。 

是 

第⼋条章程应当载明董事会须对公司治

理机制是否给所有的股东提供合适的保

护和平等权利，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是否

合理、有效等情况，进⾏讨论、评估。 

公司章程第⼀百〇六条和第⼀百〇七条。 

是 

第九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依法披露定期

报告和临时报告。 
公司章程第⼀百四⼗六条、第⼀百五⼗九

条。 
是 

第⼗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信息披露负责

机构及负责⼈。如公司设置董事会秘书

的，则应当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

事务。 

公司章程第⼀百⼆⼗九条、第⼀百六⼗⼀

条和第⼀百六⼗⼆条。 是 

第⼗⼀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利润分配 公司章程第⼀百四⼗⼋条、第⼀百四⼗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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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章程可以就现⾦分红的具体条件

和⽐例、未分配利润的使⽤原则等政策

作出具体规定。 

条、第⼀百五⼗条、⼀百五⼗⼀条和第⼀

百五⼗⼆条。  

第⼗⼆条章程应当载明公司关于投资者

关系管理⼯作的内容和⽅式。 

公司章程第⼀百六⼗三条、第⼀百六⼗四

条、第⼀百六⼗五条和第⼀百六⼗六条。 
是 

第⼗三条股票不在依法设⽴的证券交易

场所公开转让的公司应当在章程中规

定，公司股东应当以⾮公开⽅式协议转

让股份，不得采取公开⽅式向社会公众

转让股份，并明确股东协议转让股份

后，应当及时告知公司，同时在登记存

管机构办理登记过户。 

第⼆⼗五条若公司股份未获准在依法设⽴

的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转让，公司股东应当

以⾮ 公开⽅式协议转让股份，不得采取公

开⽅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份，股东协议转

让股份后，应当及时告知公司，同时在登

记存管机构办理登记过户。 

是 

第⼗四条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级管理⼈员之间涉

及章程规定的纠纷，应当先⾏通过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仲裁或诉讼等

⽅式解决。如选择仲裁⽅式的，应当指

定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进⾏仲裁。 

公司章程第三⼗⼆条、第三⼗三条、第⼀

百四⼗条、第⼀百九⼗三条。 

是 

第⼗五条公司股东⼤会选举董事、监

事，如实⾏累积投票制，应当在章程中

对相关具体安排作出明确规定。公司如

建⽴独⽴董事制度，应在章程中明确独

⽴董事的权利义务、职责及履职程序。

公司如实施关联股东、董事回避制度，

应当在章程中列明需要回避的事项。 

累积投票制：公司章程第七⼗九条。 

独⽴董事制度：⽆。 

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公司章程

第七⼗七条和第⼀百条。 

 

是 

（公司章程⽆独

⽴董事制度） 

 注：具体条款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关于公司章程完备性的问题（1）之回复”。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实⾏独⽴董事制度，《公司章程》未对

独⽴董事制度进⾏特别规定。 

本所认为，公司的《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且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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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股东存在多个有限合伙企业。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企业基本情况、最终投资者

情况、资⾦来源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企业是否存在私募基⾦、是否依法备

案，是否存在持股平台、股东⼈数穿透计算是否超 200 ⼈。（《反馈意见》：⼀、公司特殊

问题 7） 

回复： 

公司 4 名⾮⾃然⼈股东：同步投资、同源投资、枫海资本、格兰德丰均为有限合伙企

业。关于前述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六、发起⼈或股东（⼆）发起⼈

的基本情况 2.⾮⾃然⼈股东”。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市监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及全

国企业信⽤信息公⽰系统，对前述有限合伙企业最终投资者及资⾦来源情况补充如下： 

1.同步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同步投资合伙⼈ 2017 年 11 ⽉ 20 ⽇签署的《深圳同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深圳同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确认书》及

2017 年 10 ⽉ 15 ⽇袁⽵书与唐毅强签署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袁⽵书将其所持有的

1.17%的同步投资合伙份额以⼈民币 3.5 万元转让给普通合伙⼈唐毅强，2017 年 11 ⽉ 20 ⽇市

监局已对上述变更事项予以备案。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6 年 11 ⽉ 15 ⽇深圳农村商业银⾏出具的

《资信证明书》，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同步投资最终投资者及出资资⾦来源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合伙⼈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例

（%） 
出资资⾦来源 公司任职 

1 唐毅强 普通合伙⼈ 189.13  63.04  ⾃有资⾦ 总经理 



同步齿科股份申请挂牌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1	/62	

2 刘锦荣 有限合伙⼈ 25.15  8.38  ⾃有资⾦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3 刘锦新 有限合伙⼈ 16.10  5.37  ⾃有资⾦ 副总经理 

4 李国青 有限合伙⼈ 6.20  2.07  ⾃有资⾦ 副总经理 

5 胡党⼒ 有限合伙⼈ 4.70  1.57  ⾃有资⾦ 副总经理 

6 郝安 有限合伙⼈ 4.60  1.53  ⾃有资⾦ 门诊主任 

7 卢雷 有限合伙⼈ 4.21  1.40  ⾃有资⾦ 门诊主任 

8 杜昌彧 有限合伙⼈ 3.70  1.23  ⾃有资⾦ 同速科技经理 

9 刘铃 有限合伙⼈ 3.70  1.23  ⾃有资⾦ 门诊医⽣ 

10 邓虹 有限合伙⼈ 3.20  1.07  ⾃有资⾦ 门诊医⽣ 

11 武⽟良 有限合伙⼈ 3.20  1.07  ⾃有资⾦ 门诊主任 

12 熊伟 有限合伙⼈ 3.01  1.00  ⾃有资⾦ 门诊医⽣ 

13 侯雪川 有限合伙⼈ 3.00  1.00  ⾃有资⾦ 门诊经理 

14 萧⽊⽔ 有限合伙⼈ 3.00  1.00  ⾃有资⾦ ⼯程部设计师 

15 殷俊 有限合伙⼈ 3.00  1.00  ⾃有资⾦ ⼯程部经理 

16 周来富 有限合伙⼈ 2.90  0.97  ⾃有资⾦ 采购部经理 

17 赖宏⽣ 有限合伙⼈ 2.90  0.97  ⾃有资⾦ 门诊主任 

18 邓霞 有限合伙⼈ 2.50  0.83  ⾃有资⾦ 出纳员 

19 熊⽂ 有限合伙⼈ 2.50  0.83  ⾃有资⾦ 门诊医⽣ 

20 陈路菊 有限合伙⼈ 2.40  0.80  ⾃有资⾦ 护理总监 

21 王娜 有限合伙⼈ 2.30  0.77  ⾃有资⾦ 门诊经理 

22 郑四连 有限合伙⼈ 2.20  0.73  ⾃有资⾦ 会计 

23 李若粼 有限合伙⼈ 2.20  0.73  ⾃有资⾦ 门诊经理助理 

24 唐娟 有限合伙⼈ 2.10  0.70  ⾃有资⾦ 门诊专家助理 

25 刘剑 有限合伙⼈ 2.10  0.70  ⾃有资⾦ 门诊主任 

合计 300.00 100.00 - - 

       2.同源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同源投资合伙⼈ 2017 年 12 ⽉ 12 ⽇签署的《深圳同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深圳同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确认书》及

2017 年 12 ⽉ 10 ⽇唐旅芳、丁鸽与唐毅强签署的《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唐旅芳将其所持

有的 1.07%的同源投资合伙份额以⼈民币 1.6 万元平价转让给普通合伙⼈唐毅强，丁鸽将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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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 1.33%的同源投资合伙份额以⼈民币 2 万元平价转让给普通合伙⼈唐毅强。2017 年 12

⽉ 12 ⽇，市监局已对上述变更事项予以备案。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6 年 11 ⽉ 15 ⽇深圳农村商业银⾏出具的

《资信证明书》，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同源投资最终投资者及出资资⾦来源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合伙⼈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例

（%） 
出资资⾦来源 公司任职 

1 唐毅强  普通合伙⼈  112.74  75.16 ⾃有资⾦ 总经理 

2 许⼭宏 有限合伙⼈  2.10  1.40 ⾃有资⾦ 门诊经理 

3 张任重 有限合伙⼈  2.00  1.33 ⾃有资⾦ 门诊经理 

4 彭增寅 有限合伙⼈  2.00  1.33 ⾃有资⾦ 同速科技业务经理 

5 沈⽟媛 有限合伙⼈  1.90  1.27 ⾃有资⾦ 门诊主任 

6 蓝定泰 有限合伙⼈  1.80  1.20 ⾃有资⾦ 门诊主任 

7 陈芳 有限合伙⼈  1.80  1.20 ⾃有资⾦ 客服部经理 

8 李鑫 有限合伙⼈  1.80  1.20 ⾃有资⾦ 市场部总监 

9 李毅 有限合伙⼈  1.80  1.20 ⾃有资⾦ 采购员 

10 曾益平 有限合伙⼈  1.80  1.20 ⾃有资⾦ 门诊医⽣ 

11 李珊珊 有限合伙⼈  1.80  1.20 ⾃有资⾦ 门诊医⽣ 

12 黄厅 有限合伙⼈  1.80  1.20 ⾃有资⾦ 政企客户总监 

13 周斌 有限合伙⼈  1.70  1.13 ⾃有资⾦ 门诊医⽣ 

14 王迎丽 有限合伙⼈  1.66  1.11 ⾃有资⾦ 门诊医⽣ 

15 黄敏辉 有限合伙⼈  1.60  1.07 ⾃有资⾦ 门诊医⽣ 

16 崔艳 有限合伙⼈  1.60  1.07 ⾃有资⾦ 集团客户总监 

17 李贺 有限合伙⼈  1.60  1.07 ⾃有资⾦ 门诊经理 

18 虞莉 有限合伙⼈  1.60  1.07 ⾃有资⾦ 门诊专家助理 

19 刘珠仙 有限合伙⼈  1.30  0.87 ⾃有资⾦ 门诊保洁员 

20 黄杏南 有限合伙⼈  1.20  0.80 ⾃有资⾦ 门诊保洁员 

21 魏韶华 有限合伙⼈  1.10  0.73 ⾃有资⾦ 门诊医⽣ 

22 王娟 有限合伙⼈  1.10  0.73 ⾃有资⾦ 门诊医⽣ 

23 冯琼 有限合伙⼈  1.10  0.73 ⾃有资⾦ 门诊医⽣ 

24 黄燕 有限合伙⼈  1.10  0.73 ⾃有资⾦ 门诊医⽣ 

合计 15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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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同步投资、同源投资为持股平台，同步投资现有合伙⼈25⼈

（公司股东唐毅强为同步投资合伙⼈之⼀），同源投资现有合伙⼈24⼈（公司股东唐毅强为

同源投资合伙⼈之⼀），合伙⼈均为公司员⼯且均以⾃有资⾦出资，不存在以⾮公开⽅式向

投资者募集资⾦设⽴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或私募基⾦管理⼈，根据《证券投资基⾦

法》和《私募投资基⾦监督管理暂⾏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或私募

基⾦管理⼈，⽆需履⾏登记备案⼿续。  

        3.枫海资本 

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信息公⽰系统，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枫海资

本最终投资者及出资资⾦来源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 合伙⼈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例

（%） 
出资资⾦来源 公司任职 

1 北京枫海 普通合伙⼈ 250.00 1.00 私募基⾦管理⼈ ⽆ 

2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24750.00 99.00 

上市公司（股票

代码：002399） 
⽆ 

合计 25000.00 100.00 - - 

        根据公司提供的《私募投资基⾦备案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业协会

官⽅⽹站，公司股东枫海资本为私募基⾦且已按照《证券投资基⾦法》、《私募投资基⾦监

督管理暂⾏办法》及《私募投资基⾦管理⼈登记和基⾦备案办法》(试⾏)于2015年11⽉5⽇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业协会私募基⾦登记备案系统进⾏了私募基⾦备案，备案编码：S68876。 

根据公司提供的私募基⾦管理⼈公⽰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业协会官

⽅⽹站，枫海资本的股东北京枫海为私募基⾦管理⼈，且已于2015年8⽉13⽇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业协会私募基⾦登记备案系统进⾏了私募基⾦管理⼈登记，登记编号：P1020524。  

         4.格兰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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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查询市监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及全国企业信⽤信息公⽰系统及

格兰德丰出具的《关于不属于私募基⾦及私募基⾦管理⼈的声明和承诺》，并经核查格兰德

丰营业执照及《合伙协议》，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格兰德丰最终投资者及出资

资⾦来源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 合伙⼈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例（%） 出资资⾦来源 公司任职 

1 叶欣 普通合伙⼈ 12.80 8.00 ⾃有资⾦ ⽆ 

2 胡汪洋 有限合伙⼈ 12.80 8.00 ⾃有资⾦ ⽆ 

3 ⽅瑛 有限合伙⼈ 121.60 76.00 ⾃有资⾦ 董事 

4 肖箫 有限合伙⼈ 12.80 8.00 ⾃有资⾦ ⽆ 

合计 160.00 100.00 - - 

        经核查，格兰德丰合伙⼈ 4 ⼈，均为⾃然⼈，系合伙⼈以其⾃有资⾦出资，不存在以⾮

公开⽅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的情形，合伙协议系按照《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制定，

其条款不涉及基⾦的运作⽅式、基⾦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限制、基⾦承担的有关费

⽤、基⾦份额的认购、赎回或者转让的程序和⽅式等《证券投资基⾦法》规定的基⾦合同必

备条款，亦不存在合伙企业的资产由基⾦管理⼈管理的情形；格兰德丰通过投资北京枫海 (私

募基⾦管理⼈)进⾏其他私募基⾦的管理和运作。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格兰德丰

并未担任任何私募基⾦的基⾦管理⼈。因此，格兰德丰不属于根据《证券投资基⾦法》、

《私募投资基⾦监督管理暂⾏办法》和《私募投资基⾦管理⼈登记和基⾦备案办法 (试⾏)》

的规定须进⾏登记备案的私募基⾦或私募基⾦管理⼈。 

同时，格兰德丰出具《关于不属于私募基⾦及私募基⾦管理⼈的声明和承诺》：“截⾄

声明和承诺出具之⽇，格兰德丰以⾃有资⾦对外投资，不存在以⾮公开⽅式向合格投资者募

集资⾦、资产由基⾦管理⼈管理的情形，不存在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的基⾦管理⼈的情

形，也没有担任私募基⾦管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格兰德丰⽆需按照《证券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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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私募投资基⾦监督管理暂⾏办法》及《私募投资基⾦管理⼈登记和基⾦备案办法》

（试⾏）等规范性⽂件的规定办理私募基⾦管理⼈登记或私募基⾦备案⼿续。若格兰德丰后

续须作为私募基⾦或私募基⾦管理⼈从事相关活动，将依法办理私募基⾦备案或私募基⾦管

理⼈登记⼿续，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股东共6名，其中2名⾃然⼈股东唐毅强、彭江，4

名合伙企业股东同步投资、同源投资、枫海资本、格兰德丰。4名合伙企业股东中，2名合伙

企业股东同步投资、同源投资为公司持股平台，同步投资现有合伙⼈25名（公司股东唐毅强

为同步投资合伙⼈之⼀），同源投资现有合伙⼈24名（公司股东唐毅强为同源投资合伙⼈之

⼀）；枫海资本为私募基⾦，其2名合伙⼈中北京枫海为私募基⾦管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枫海资本、北京枫海已分别依法办理了私募基⾦及私募基⾦

管理⼈的备案；格兰德丰合伙⼈为4名⾃然⼈。 

本所认为，经穿透核查后，公司股东⼈数合计55⼈，未超过200⼈，不适⽤《⾮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数超过200⼈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政许可有关问题的

审核指引》的相关规定。 

 

五、2016 年 11 ⽉ 16 ⽇，枫海资本、格兰德丰与公司及唐毅强、彭江、同步投资、同源

投资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了部分特殊条款。请公司补充披露枫海资本、格兰德丰最终

投资⼈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特殊条款是否符合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挂牌公司

股票发⾏有关问题解答中相关要求。（《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8） 

回复： 

1. 枫海资本、格兰德丰最终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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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枫海资本、格兰德丰的基本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六、公司发起⼈或股东（⼆）

发起⼈的基本情况 2.⾮⾃然⼈股东（3）枫海资本、（4）格兰德丰”。关于格兰德丰、枫海资

本最终投资⼈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7 回复：

3.枫海资本、格兰德丰”。 

         2. 特殊条款是否符合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有关问题解答中相关要求 

关于《增资协议》涉及的对赌条款及特殊条款详见《法律意见书》“七、公司及其⼦公司

的股本及演变（⼀）同步齿科有限的设⽴及股本演变 2.同步齿科有限的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

情况（7）第四次增资 A.对赌条款、B.特殊条款”。具体如下： 

（1）业绩对赌 

序号 对赌情形 《增资协议》相关条款 

1 
业绩安排

与补偿 

12.1【业绩标准】标的公司于2017年度、2018年度的净利润⽬标为⼈民币1250万元

和1600万元。该净利润⽬标为原股东和实际控制⼈向投资⽅承诺的业绩标准，也为

本次投资⽅计算投资估值的基础。 

12.2【业绩达标】标的公司于2017年度、2018年度的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业绩标

准的95%（含本数）即为业绩达标。 

12.3【未达标的处理】标的公司业绩不达标，则投资⽅有权选择以下⽅式之⼀向实

际控制⼈提出要求执⾏：（1）未达标年度末起12个⽉内，按照投资⽅的投资额加

上年化收益率单利12%的利率回购投资⽅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利息计算

时间⾃投资⽅向标的公司⽀付投资款之⽇起⾄实际控制⼈向投资⽅实际⽀付回购款

之⽇⽌；或（2）若实际控制⼈⽆能⼒回购或有能⼒回购但不予回购，则投资⽅有

权处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以达到回购的同等效果；或（3）要求进⾏股权补

偿。 

12.4【业绩补偿】若出现业绩未达标⽽要求股权补偿的情形时，实际控制⼈按照如

下公式予以确定补偿份额，原股东⼆对补偿份额按⽐例分担：（1）若2017年度未

达标，补偿公式为：补偿给投资⽅⼀的股权=2500/（2017年度实际净利润*20）-

10%；补偿给投资⽅⼆的股权=250（2017年度实际净利润*20）-1%；（2）若2018

年度未达标，补偿公式为：补偿给投资⽅⼀的股权=2500/（2018年度实际净利润

*15.625）-10%；补偿给投资⽅⼆的股权=250（2018年度实际净利润*15.625）-1%； 

2 股权回购 【⼀票否决权的救济】未经投资⽅所推荐的董事或投资⽅⼀明确赞成，标的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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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本协议第8.3条所述事项的，投资⽅有权视具体情况采取如下措施：（1）……当

迟延天数超过30⽇，任何⼀⽅有权要求原股东、实际控制⼈回购该投资⽅所持标的

公司股权，回购价格为全部投资价款以及相应的利息（利息按照20%的年化利率单

利计算）；或（2）直接要求原股东、实际控制⼈回购投资⽅所持标的公司股权，

回购价格为全部投资价款以及相应的利息（利息按照20%的年化利率单利计算）。 

14.1【股权回购】出现本协议约定的特殊情形时，投资⽅可向实际控制⼈退出股权

回购要求。投资⽅向实际控制⼈要求股权回购时，实际控制⼈可以提出反要求，要

求投资⽅所持股权的全部回购。实际控制⼈若提出要求全部回购，则投资⽅应当按

全部回购予以安排，且投资⽅⼀和投资⽅⼆⼀并进⾏全部回购。 

14.2【回购启动的情形】发⽣以下情形时，投资⽅可启动股权回购程序：（1）实

际控制⼈出现重⼤个⼈诚信问题，尤其是标的公司发⽣投资⽅不知情的重⼤账外销

售收⼊或⽀出时：（2）实际控制⼈所持有的股权（份）⽐例（包括直接和间接持

有）下降⾄失去对标的公司的控制权；（3）标的公司的管理层发⽣重⼤变化（以

当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为准）；（4）标的公司的核⼼业务发⽣重⼤

变化（以当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为准）；（5）标的公司被托管或进

⼊破产程序；（6）2021年6⽉30⽇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仍未核准标的公司⾸

次公开发⾏股票并上市的申请，投资⽅有权要求实际控制⼈在2022年3⽉31⽇前进

⾏回购，或根据实际情况的判断协商延期事宜；（7）第15.1条约定的可要求回购

的情形。 

14.3【回购⾦额与价格】股权回购⾦额应为投资⽅投资额加上年化收益率单利12%

的利息，回购⾦额计算公式为：全部回购时的价格=投资⽅投资额*

（1+12%*N/365）；部分回购时的价格=投资⽅投资额*（1+12%*N/365）*投资⽅

要求回购的⽐例。其中N为⾃投资⽅的投资款实际转⼊标的公司账户⾄实际控制⼈

实际⽀付回购款之⽇⽌所经过的天数。 

14.4【回购款⽀付期限】实际控制⼈在收到投资⽅要求回购的书⾯通知当⽇起12个

⽉内应当付清全部回购款。 

15.1【议定解散事由】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诸种解散事由出现时，标的公司可以解

散。发⽣下列情形之⼀的，投资⽅可按要求原股东或实际控制⼈按回购约定回购投

资⽅所持股权，若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不予回购或未果，则投资⽅可提议解散标的

公司：（1）标的公司在任⼀会计年度结束后120内未向投资⽅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

表，经投资⽅甲发出书⾯催告后30⽇内标的公司仍然不提供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报表；（2）标的公司在⼀个会计年度内不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定期会议，投资⽅

发出书⾯催告通知后30⽇内公司仍未召开定期会议；（3）标的公司或其实际控制

⼈涉嫌重⼤违法违规或犯罪，已经被国家⾏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案调查或侦查；

（4）标的公司或实际控制⼈违反本协议的相关约定，不履⾏本协议项下义务，经

投资⽅三次催告后，标的公司或实际控制⼈在催告期限内仍不履⾏本协议项下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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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者采取令投资⽅认可的解决措施。 

       （2）其他特殊条款 

序号 特殊条款 《增资协议》相关条款 

1 董监事席位 

8.1【董监事席位】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成⽴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3名，

其中投资⽅有权提名1⼈担任标的公司的董事。各⽅应保证在相关股东⼤会上投

票赞成该等⼈⼠担任标的公司的董事。 

2 ⼀票否决权 

8.3【董事会⼀票否决权】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于新三板挂牌或⾸次公开发⾏股

票并上市前，以下事项必须获得董事会三分之⼆以上成员同意，且需获得投资⽅

所推荐董事的明确赞成，⽅可形成有效的董事会决议……； 

8.4【⼀票否决权】对于本协议8.3条所述事项，按照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须提

交标的公司股东（⼤）会做出决议的，则须⾄少经投资⽅⼀的明确赞成后，⽅可

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对于本协议第8.3条所述事项，在提交给股东

（⼤）会表决之前，应先经董事会表决通过。 

3 
再融资与股

权转让 

13.2【再融资的优先认购权】标的公司在本次增资的⼯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次

公开发⾏并上市前，若进⾏新的增资扩股、新增发⾏股权（份）、可转换债券

等，投资⽅有权在同等条件下按照其持股⽐例优先进⾏认购。本条不适⽤于标的

公司因实施管理层激励⽽增资扩股或新增发⾏的情形。 

13.3【反稀释权】未经投资⽅同意，标的公司实施的新的增资扩股⽅案的估值或

股权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增资的估值或股权价格。本条不适⽤于标的公司因实施管

理层激励⽽增资扩股或新增发⾏的情形。 

13.4【股权转让权】投资⽅在不形成同业竞争的前提下⽆须其他股东同意即可将

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其指定的关联投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该转让不得影响标的公司新三板挂牌或⾸次公开发⾏并上市且新股东应接受本协

议的全部条款义务。投资⽅向⾮关联投资⼈的第三⽅进⾏股权转让的，不适⽤本

条约定，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相应的程序，且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

有优先购买权。 

13.5【股权转让的优先认购权】在本次增资的⼯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次公开

发⾏并上市前或新三板申报前，若其他股东拟出售其在标的公司持有的任何或全

部出资或股权（份），投资⽅在不形成同业竞争的前提下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购

买该等出资或股权（份）的权利。 

13.6【随售权】若实际控制⼈在标的公司⾸次公开发⾏并上市前或投资⽅退出之

前决定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此次增资扩股的价格，且

投资⽅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受让⽅转让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同步齿科股份申请挂牌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9	/62	

4 清算优先权 

15.3【清算优先权】若标的公司在上市或第三⽅并购前终⽌、清盘或解散导致清

算的，在偿还普通债权后的剩余财产中，投资⽅可以优先于其他股东获得剩余财

产的分配，分配额取投资⽅投资额加上年化收益率单利12%的利息总额和剩余财

产中投资⽅按照持股⽐例计算可得⾦额⼆者之间的较⾼者。在⽀付完前述应⾦额

后，标的公司剩余财产按照股权⽐例分配给其他股东。原股东、实际控制⼈、标

的公司应确保投资⽅的清算优先权利获得充分保障，并承担连带责任。 

5 违约责任 

18.3【公司等的违约⾦责任】除本该协议对相关违约责任另有明确约定之外，公

司、原股东、实际控制⼈构成违约的，其应向投资⽅⽀付相当于投资⽅投资价款

总额10%的违约⾦，并赔偿投资⽅实际遭受的损失以及为追偿损失⽽⽀付的合理

费⽤。公司、原股东、实际控制⼈对此应向投资⽅承担连带责任。 

6 附则 

21.2【公司等的连带责任】标的公司、各位原股东及实际控制⼈在该协议项下应

对投资⽅承担的义务或责任是连带的。标的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责任得不

到国家机关的认可或者因法律限制或其他原因未履⾏的，各位原股东应代为履⾏

相关义务或承担连带责任。 

21.8【章程必备条款之⼀】本协议项下投资⽅的各项权利为各⽅之间的约定，公

司或原股东、实际控制⼈应采⽤适当的⽅式将上述条款写⼊经修订的标的公司章

程，上述条款不因未写⼊经修订的新章程⽽受到影响。 

21.10【⽂件效⼒】标的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或者其股票在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均不应影响本协议的效⼒。公司在其⾸次公开发⾏股票之前制订或修

订的公司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与本协议（含补充协议）有冲突的，应以本协议

（含补充协议）为准，公司、原股东和实际控制⼈有义务采取可⾏的措施使本协

议（含补充协议）得到实施。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除 8.1 条已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履⾏外，上述特殊

条款均未实际履⾏。 

《增资协议》的对赌条款未对公司设定股权回购、业绩安排与补偿等义务，对赌条款约

定的权利义务仅限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创始⼈股东，公司在对赌协议中未承担义

务，对赌协议的履⾏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不利影响。 

同时，《增资协议》第⼆⼗⼀条附则第21.11款【权利的失效与恢复】约定：“在以下情形

下，投资⽅在本协议中的特殊权利及标的公司的特殊义务将中⽌或失效，若恢复条件出现，

则⾃动恢复：(1)标的公司拟申请新三板挂牌，如果投资⽅在本协议项下的某项权利和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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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某项义务与相关新三板挂牌的法律、法规、 政策、规范性⽂件的要求相⽭盾或不符合，

则投资⽅在本协议项下的该项权利和标的公司的该项义务在标的公司提交挂牌申请之⽇起⾃

动失效，并在挂牌申请被撤回、失效、否决时⾃动恢复。当投资⽅在本协议项下的某项权利

和标的公司的某项义务因标的公司的挂牌申请被撤回、失效、否决⽽⾃动恢复时，应该视为

该等权利和义务⾃始存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唐毅强也作出承诺：“截⾄本承诺函出具之⽇，以本⼈为代表

的原始股东与公司历次增资新增股东不存在股权纠纷，未因《增资协议》的签署和履⾏影响 

公司的⽇常经营、规范运作和有效存续。本⼈承诺将积极履⾏《增资协议》的约定，确保公

司不会因《增资协议》的约定遭受任何损失；如公司因上述协议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责

任，本⼈承诺承担该等损失及责任”。 

本所认为，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常见问题解答(三)》（“《解答（三）》”）的规定

“认购协议中不得存在以下情形:(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2)限制挂牌公司未

来股票发⾏融资的价格;(3)强制要求挂牌公司进⾏权益分派，或不能进⾏权益分派;(4)挂牌公司

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与挂牌公司约定了优于本次发⾏的条款，则相关条款⾃动适⽤

于本次发⾏认购⽅;(5)发⾏认购⽅有权不经挂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挂牌公司派驻董事或

者派驻的董事对挂牌公司经营决策享有⼀票否决权;(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

条款;(7)其他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增资协议》约定了

《解答（三）》中规定的特殊条款。但：1.对赌条款未对公司设定股权回购、业绩安排与补

偿等义务，对赌条款约定的权利义务仅限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创始⼈股东，公司

在对赌协议中未承担义务，对赌协议的履⾏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不利影响; 2.《增资协

议》中约定的【董事会席位】、【⼀票否决权】、【再融资与股权转让】及【清算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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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殊条款基于协议各⽅对其⾃动失效制度的安排实际上使得该等条款在公司挂牌过程中及

挂牌并公开转让后均不会产⽣实际效⼒，保护了公司、股东及公司债权⼈的利益。因此，不

会对公司控制权、公司治理及正常⽣产经营产⽣重⼤不利影响，也符合《解答（三）》中的

相关要求。 

 

六、公司有 6 家⼦公司。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的股票发⾏和转让⾏为，业务经营⾏

为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9） 

回复：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12 ⽉ 4 ⽇向市监局提交的深圳市

企业设⽴登记“⼀照⼀码”登记申请书、市监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公司申报期

间 新 设 控 股 ⼦ 公 司 ： 深 圳 同 恒 ⼜ 腔 门 诊 部 （ “ 同 恒 门 诊 ” ） ； 统 ⼀ 社 会 信 ⽤ 代 码 ：

91440300MA5EWGRT6C；成⽴⽇期：2017 年 12 ⽉ 7 ⽇；法定代表⼈：朱湘陵；住所：深圳

市龙岗区坂⽥街道吉华路 635 号佳华领汇⼴场⼀期 1 栋 A 座 01 层 02 铺。注册资本：200 万

元（⼈民币）；主体状态：开业（存续）；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腔诊疗；门诊部的

设置、执业登记与变更。同恒门诊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例（%） 

1 同步齿科股份 102.00 51.00 

2 朱湘陵 80.00 40.00 

3 刘桂荣 18.00 9.00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同恒门诊资质证照办理及⼈员

招聘正在进⾏中，尚未对外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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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的⼦公司包括：同速科技（全

资⼦公司）、隐适美（控股⼦公司）、同源有限（控股⼦公司）、东莞同和（全资⼦公

司）、东莞同步（东莞同和全资⼦公司、公司孙公司）、珠海同步（全资⼦公司）、同恒门

诊（控股⼦公司）。 

1.关于⼦公司股票发⾏和转让⾏为是否符合挂牌条件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公司的《政府公开信息（企业档案）查询结果答复函》及相

关附件，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未发⽣过任何股票发⾏的情形。⼦公司历

次股权转让⾏为均为当事⼈真实意思表⽰，且签订了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历次股权转让均

履⾏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并依法办理了⼯商登记变更。⼦公司历次增资均履⾏了必要的

内部审议程序、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并依法办理了⼯商变更登记。 

关于⼦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情况参见《法律意见书》 “七、公司及其⼦公司的股本及演

变之（⼆）⼦公司及分公司的设⽴及股本演变”。 

本所认为，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成⽴⾄今未发⽣过任何股票发⾏

⾏为，历次股权转让、增资⾏为合法、合规。 

2.关于⼦公司的业务经营⾏为是否符合挂牌条件 

（1）⼦公司业务资质许可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企业法⼈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资质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同速科技主

营业务为计算机软硬件、电脑⽹络软件的技术开发等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隐适美、同源有

限、东莞同和、东莞同步、珠海同步、同恒门诊从事⼜腔诊疗等业务依法需取得相应许可证

书，其中东莞同和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医疗投资;⽛齿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室内装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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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与施⼯;诊疗服务(另设分⽀机构经营) ，其诊疗服务为另设分⽀机构经营，即另设东莞

同步提供⼜腔诊疗服务。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需取得相应业务资质的⼦公司隐适美、同源有限、东

莞同步、珠海同步、同恒门诊取得的全部资质情况如下： 

a．《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序号 公司名称 所辖诊所 许可范围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同源有限 - ⼜腔科 
MA5ECG7U-

844030517D1522 

深圳市福⽥区卫

⽣和计划⽣育局 
2022.04.23 

2 隐适美 
隐适美 

门诊 

⼜腔科（不含⼜腔

颌⾯外科专业、⼜

腔种植专业） 

MA5DGHPY-

944030317D1522 

深圳市罗湖区卫

⽣和计划⽣育局 
2022.07.10 

3 
东莞同步 

 

东莞艾美

门诊 
⼜腔科 

PDY10840X4419

0019D1522 

东莞市卫⽣和计

划⽣育局 
2021.01.07 

4 
东莞同美

门诊 

⼜腔科／医学影像

科；X 线诊断专业 

PDY1074314419

0019D1522 

东莞市长安镇教

育卫⽣局 
2020.07.06 

5 

珠海同步 

珠海同和

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6 
珠海同步

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7 同恒门诊 -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除珠海同和门诊、珠海同步门诊、同恒门诊尚未对外

开展经营，相关资质证照正在办理中外，其他⼦公司所辖门诊部均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且均在有效期内。根据公司出具的书⾯承诺，在珠海同和门诊、珠海同步门诊、同

恒门诊未取得相关经营资质情形下，不对外经营。 

  b．《放射诊疗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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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同源

有限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信息及隐适美、东莞同步、珠海同步、同恒门诊及其所辖门诊

部《放射诊疗许可证》办理进度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所辖诊所 取得证照／办理进度 

1 同源有限 - 

发证机关：深圳市福⽥区卫⽣和计划⽣育局 

证书编号：深卫放证字（2017）地 04112 号 

许可范围：X 射线影像诊断 

有效期⾄：2022 年 12 ⽉ 04 ⽇ 

2 隐适美 隐适美门诊 

开展正畸类⼜腔医疗服务，不开展⼜腔颌⾯外科、⼜腔种植

等业务，涉及使⽤射线装置的情况极少，对于确需使⽤射线

装置进⾏治疗的患者，该门诊将其安排⾄相邻的同步门诊进

⾏相关检查 

3 

东莞同步 

东莞艾美门诊 
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放射诊疗建设项⽬竣⼯验收申请

⽂件，正在竣⼯验收中 

4 东莞同美门诊 
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放射诊疗建设项⽬竣⼯验收申请

⽂件，正在竣⼯验收中 

5 
珠海同步 

珠海同和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6 珠海同步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7 同恒门诊 -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公司对此出具承诺：“在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前不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如确有患

者需进⾏ X 射线影像诊断时，将患者安排⾄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及《辐射安全许可证》

的公司其他门诊部进⾏诊疗”。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出具承诺，如果公司及其⼦公司没有取得相关⾏政许可，公

司及其⼦公司将不会开展相关业务。若因没有取得上述⾏政许可⽽开展了相关业务，由此受

到相关⾏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或因承担其他法律后果⽽给公司及其他第三⽅造成直接或间接损

失的，均由其本⼈承担相关补偿或赔偿责任。 

c．《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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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隐适

美、同源有限、东莞同步、珠海同步、同恒门诊及其所辖门诊部《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进

度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所辖诊所 办理进度 

1 同源有限 - 
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登记表等申请⽂件，尚

在审核中 

2 隐适美 隐适美门诊 

开展正畸类⼜腔医疗服务，不开展⼜腔颌⾯外科、⼜腔种植

等业务，涉及使⽤射线装置的情况极少，对于确需使⽤射线

装置进⾏治疗的患者，该门诊将其安排⾄相邻的同步门诊进

⾏相关检查 

3 

东莞同步 

东莞艾美门诊 
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登记表等申请⽂件，尚

在审核中 

4 东莞同美门诊 
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登记表等申请⽂件，尚

在审核中 

5 
珠海同步 

珠海同和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6 珠海同步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7 同恒门诊 -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公司对此出具承诺：“在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前不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如确有

患者需进⾏射线装置诊断时，将患者安排⾄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及《辐射安全许可证》

的公司其他门诊部进⾏诊疗“。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尚未开展经营⼜腔医院

室内装饰⼯程的设计与施⼯等业务；部分门诊开展经营活动所需的证照正在办理中，办理期

间，⼦公司未开展此项业务。⼦公司在其⼯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展开经营活动，不存在超越

经营范围经营的情况。⼦公司前述资质证书不存在⽆法办理续期的情形，对公司持续经营⽆

重⼤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出具的承诺：“⼯商登记中记载的公司及其⼦公司的经

营范围，如果公司及其⼦公司没有取得相关⾏政许可（包括但不限于⼜腔医院室内装饰⼯程



同步齿科股份申请挂牌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36	/62	

的设计与施⼯；开办及投资社会医疗机构；⼜腔诊疗），或者公司⼯作⼈员没有取得从事相

关职业必须的资格证书，公司及其⼦公司将不会开展相关业务。若公司因没有取得上述⾏政

许可或职业资格证书⽽开展了相关业务，由此受到相关⾏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或因承担其他法

律后果⽽给公司及其他第三⽅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均由本⼈承担相关补偿或赔偿责任”。 

本所认为，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业务开展合法合规，不存在超越资

质、经营范围的情况，不存在相关资质证书到期后⽆法办理续期的情形。 

（2）⼦公司消防验收情况 

公司名称 所辖诊所 证书/备案名称 证书/备案编号 备注 

同源有限 - 建设⼯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深公福消验字【2017】 

第 0682 号 
- 

隐适美 隐适美门诊 建设⼯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深公罗消验字【2017】 

第 0639 号 
- 

东莞同步 

东莞艾美门诊 建设⼯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东公南消验字【2015】 

第 0031 号 
- 

东莞同美门诊 建设⼯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东公长消验字【2014】 

第 0005 号 
- 

珠海同步 
珠海同和门诊 -  尚未开展经营 

珠海同步门诊 - - 尚未开展经营 

同恒门诊 - - - 尚未开展经营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珠海同步门诊、珠海同和门诊、同恒门诊尚未实际

开展经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消防验收相关⼿续正在办理中。 

（3）⼦公司环保合规情况 

⼦公司环保合法合规具体情况请参见《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

量、技术标准、消防安全之(⼀)环境保护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反馈意见》：⼋、公

司特殊问题 11 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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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公司及⼦公司 2015 年 1 ⽉ 1 ⽇⾄今，未曾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的

法律法规⽽遭受重⼤⾏政处罚，未曾发⽣环境污染事故，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影

响。  

本所认为，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的⽣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件⽽

受到处罚的情形。  

（4）⼦公司⾏政处罚、判决、仲裁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同速科技、隐适美、同源有限、东莞同和、东莞同步、珠海同步均已

取得主管⼯商管理部门、国税局、地税局及卫⽣主管部门等出具的⽆违法违规证明，依法合

规运⾏，在报告期内内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政处罚的记录。 

同时，根据本所律师在全国法院被执⾏⼈信息查询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名单信

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中国裁判⽂书⽹等⽹站的查询，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在报

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相关涉诉情况。 

本所认为，⼦公司业务经营⾏为合法合规，符合挂牌条件。 

 

七、公司从事各类⼜腔疾病诊疗、⽛齿正畸、修复、美容等综合⼜腔医疗服务，公司拥

有 16 家分公司。请公司列表分别披露公司、各家分公司相关经营资质取得情况、经营具体业

务情况、分公司具体经营场所取得情况、分公司业务⼈员情况（包括医师及护⼠⼈数、资格

取得情况）、各分公司医疗设备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报告期内公司各分公司经营情

况（例如诊疗患者数量等）进⼀步核查分析公司业务是否与其取得的许可资质、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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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相匹配，公司经营中是否存在医疗纠纷事项，并就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明确

意见。（《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0） 

回复： 

（⼀）公司新设分公司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12 ⽉ 7 ⽇向市监局提交的深圳市

企业设⽴登记“⼀照⼀码”登记申请书、市监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公司申报期

间新设分公司：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同宏⼜腔门诊部（“同宏门诊”）；统⼀社

会信⽤代码：91440300MA5EWY9DXG；成⽴⽇期：2017 年 12 ⽉ 14 ⽇；负责⼈：刘锦新；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松园路 68 号鸿翔四季城 A01B 商铺；主体状态：开业（存

续）；经营范围：⼜腔诊疗。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同宏门

诊租赁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 出租⽅ 房屋坐落 租赁⾯积 租⾦ 

租赁 

期限 

1 

公司

（同宏

门诊） 

深圳市

鸿翔实

业有限

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

松园路鸿翔花

园 A01B 号铺 

282.66 ㎡ 

44519 元／⽉（2018.01.01-2018.06.30） 

46745 元／⽉（2018.07.01-2019.06.30） 

49083 元／⽉（2019.07.01-2020.06.30） 

51537 元／⽉（2020.07.01-2021.06.30） 

2018.01.01-

2021.06.30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同宏门诊资质证照办理及⼈员

招聘正在进⾏中，尚未对外开展经营。 

（⼆）公司及分公司许可资质、主要设备、⼈员 

   1.公司、各分公司相关经营资质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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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及分公司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情况如

下： 

序号 
公司

名称 
许可范围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同邦

门诊 
⼜腔科 

PDY41187-

144030417D1522 

深圳市福⽥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1.07.11 

2 
同健

门诊 
⼜腔科 

PDY41154-

844030417D1522 

深圳市福⽥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0.05.10 

3 
同诚

门诊 
⼜腔科 

PDY41143-

344030417D1522 

深圳市福⽥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0.03.03 

4 
同博

门诊 
⼜腔科 

MA5DML76-

944030417D1522 

深圳市福⽥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2.03.14 

5 
同越

门诊 
⼜腔科 

MA5DML7M-

X44030417D1522 

深圳市福⽥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2.04.12 

6 
同步

门诊 

⼜腔科；⽛体⽛髓病

专业；⽛周病专业；

⼜腔粘膜病专业；⼉

童⼜腔专业；⼜腔修

复专业；⼜腔正畸专

业；⼜腔⿇醉专业；

⼜腔额⾯医学影像专

业；预防⼜腔专业 

PDY31169-

444030317D522 

深圳市罗湖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1.02.25 

7 
同祥

门诊 
⼜腔科 

PDY31143-

244030317D1522 

深圳市罗湖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0.06.16 

8 
同和

门诊 

⼜腔科/医学影像；X

线诊断专业 

PDY51131-

144030517D1522 

深圳市南⼭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19.01.13 

9 
同欢

门诊 

⼜腔科／医学影像

科；X 线诊断专业 

PDY51126-

644030517D1522 

深圳市南⼭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0.08.10 

10 
同瑞

门诊 
⼜腔科（⽛椅 4 台） 

PDY51189-

944030517D1522 

深圳市南⼭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1.10.20 

11 
中洲

门诊 
⼜腔科（⽛椅 4 台） 

MA5DEYBD-

344030517D1522 

深圳市南⼭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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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润

门诊 
⼜腔科（⽛椅 4 台） 

MA5DGL5X-

444030517D1522 

深圳市南⼭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1.12.28 

13 
同美

门诊 
⼜腔科/医学检验科 

PDY61201-

644030617D1522 

深圳市宝安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19.01.28 

14 
同⾈

门诊 
⼜腔科 

PDY61258-

544030617D1522 

深圳市宝安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0.06.16 

15 
同丰

门诊 
⼜腔科 

MA5DN4AF-

044030617D1522 

深圳市宝安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22.03.05 

16 
同欣

门诊 
⼜腔科  

PDY71205X44030

717D522 

深圳市龙岗区卫⽣和计

划⽣育局 
2019.10.28 

17 
同宏

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除同宏门诊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外，公司 16

家分公司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均在有效期内。 

 （2）《放射诊疗许可证》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及分公司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名称 
许可范围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同邦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7）

第 040093 号 

深圳市福⽥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2.04.24 

2 
同健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6）

第 040066 号 

深圳市福⽥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1.05.17 

3 
同诚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5）

第 040029 号 

深圳市福⽥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2.05.13 

4 
同步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7）

第 030071 号 

深圳市罗湖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2.01.17 

5 
同祥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7）

第 030076 号 

深圳市罗湖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2.05.10 

6 
同和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5）

第 050052 号 

深圳市南⼭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0.02.03 

7 
中洲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7）

第 050110 号 

深圳市南⼭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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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美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4）

第 060016 号 

深圳市宝安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19.10.28 

9 
同⾈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6）

第 110011 号 

深圳市宝安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1.03.27 

10 
同欣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龙卫放证字

（2015）第 070006 号 

深圳市龙岗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0.01.26 

11 
同欢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7）

第 050117 号 

深圳市南⼭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2.09.25 

12 
同丰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

断、⽛科 X 射

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7）

第 060066 号 

深圳市宝安区 

卫⽣和计划⽣育局 
2022.12.04 

13 
同越

门诊 
X 射线影像诊断 

深卫放证字（2017）

第 040116 号 

深圳市福⽥区卫⽣和计划

⽣育局 
2022.12.06 

14 
同瑞

门诊 

已完成放射诊疗建设项⽬竣⼯验收，正在等待卫⽣主管部门批准下发《放射诊疗许

可证》 

15 
同润

门诊 

已完成放射诊疗建设项⽬竣⼯验收，正在等待卫⽣主管部门批准下发《放射诊疗许

可证》 

16 
同博

门诊 

已完成放射诊疗建设项⽬竣⼯验收，正在等待卫⽣主管部门批准下发《放射诊疗许

可证》 

17 
同宏

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根据公司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 17 家分公

司中 13 家门诊已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且均在有效期内；3 家门诊同瑞门诊、同润门

诊、同博门诊已完成放射诊疗建设项⽬竣⼯验收，正在等待卫⽣主管部门批准下发《放射诊

疗许可证》；同宏门诊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资质证照正在办理中。 

 公司对此出具承诺：“在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前不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如确有患

者需进⾏ X 射线影像诊断时，将患者安排⾄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及《辐射安全许可证》

的公司其他门诊部进⾏诊疗”。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出具承诺，如果公司及其⼦公司没有取得相关⾏政许可，公

司及其⼦公司将不会开展相关业务。若因没有取得上述⾏政许可⽽开展了相关业务，由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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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或因承担其他法律后果⽽给公司及其他第三⽅造成直接或间接损

失的，均由其本⼈承担相关补偿或赔偿责任。 

（3）《辐射安全许可证》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及分公司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名称 
许可范围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同邦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124】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18.12.30 

2 
同健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489】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2.05.15 

3 
同诚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481】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2.04.27 

4 
同博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519】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2.08.28 

5 
同步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深环辐证

【00045】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18.05.12 

6 
同祥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482】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2.04.27 

7 
同和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120】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18.12.25 

8 
同欢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127】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19.01.02 

9 
同瑞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516】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2.08.14 

10 
中洲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515】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2.08.14 

11 
同润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517】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2.08.14 

12 
同美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158】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19.05.03 

13 
同⾈

门诊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B0349】 

深圳市⼈居环境

委员会 
2021.04.07 

14 同欣 使⽤ III 类射线装置 粤环辐证 深圳市⼈居环境 201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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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 【B0135】 委员会 

15 
同越

门诊 
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登记表等申请⽂件，尚在审核中 

16 
同丰

门诊 
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登记表等申请⽂件，尚在审核中 

17 
同宏

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证照办理中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 17 家分

公司中 14 家门诊已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且均在有效期内；2 家同越门诊、同丰门诊《辐

射安全许可证》正在办理，⽬前已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登记表等申请⽂件，尚

在审核中；同宏门诊尚未对外开展经营，资质证照正在办理中。 

公司对此出具承诺：“在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前不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如确有患

者需进⾏ X 射线影像诊断时，将患者安排⾄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及《辐射安全许可证》

的公司其他门诊部进⾏诊疗”。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出具承诺，如果公司及其⼦公司没有取得相关⾏政许可，公

司及其⼦公司将不会开展相关业务。若因没有取得上述⾏政许可⽽开展了相关业务，由此受

到相关⾏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或因承担其他法律后果⽽给公司及其他第三⽅造成直接或间接损

失的，均由其本⼈承担相关补偿或赔偿责任。 

2.经营具体业务 

经本所律师查询市监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公司、各分公司经营具体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1 公司 
⼀般经营项⽬：齿科技术开发及相关技术咨询；齿科项⽬投资咨询；项⽬投资引

进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以上涉及法律、⾏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的项⽬除外，限制的项⽬须取得许可后⽅可经营）；许可经营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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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涉及应取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审批⽂件⽅可经营：⼜腔医院室内装饰⼯

程的设计与施⼯；开办及投资社会医疗机；⼜腔诊疗（限分公司经营）。 

2 同步门诊 ⼜腔诊疗 

3 同⾈门诊 开办社会医疗机构 

4 同诚门诊 ⼜腔科诊疗 

5 同健门诊 ⼜腔科门诊部 

6 同祥门诊 ⼜腔科门诊 

7 同欣门诊 ⼜腔科 

8 同邦门诊 ⼜腔科门诊部 

9 同欢门诊 ⼜腔科门诊部的设置、执业登记 

10 同和门诊 ⼜腔科门诊部的设置 

11 同美门诊 ⼜腔诊疗 

12 同瑞门诊 ⼜腔诊疗 

13 中洲门诊 ⼜腔诊疗 

14 同润门诊 ⼜腔科门诊部的设置、执业登记与变更 

15 同越门诊 ⼜腔科门诊部 

16 同博门诊 ⼜腔科门诊部 

17 同丰门诊 ⼜腔诊疗 

18 同宏门诊 ⼜腔诊疗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尚未开展经营⼜腔医院室

内装饰⼯程的设计与施⼯等业务；部分门诊开展经营活动所需的证照正在办理中，未取得资

质证书前，公司未开展此项业务。公司在其⼯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展开经营活动，不存在超

越经营范围经营的情况。公司前述资质证书不存在⽆法办理续期的情形，对公司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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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出具的承诺：“⼯商登记中记载的公司及其⼦公司的经

营范围，如果公司及其⼦公司没有取得相关⾏政许可（包括但不限于⼜腔医院室内装饰⼯程

的设计与施⼯；开办及投资社会医疗机构；⼜腔诊疗），或者公司⼯作⼈员没有取得从事相

关职业必须的资格证书，公司及其⼦公司将不会开展相关业务。若公司因没有取得上述⾏政

许可或职业资格证书⽽开展了相关业务，由此受到相关⾏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或因承担其他法

律后果⽽给公司及其他第三⽅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均由本⼈承担相关补偿或赔偿责任”。 

本所认为，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业务开展合法合规，不存在超越资

质、经营范围的情况，不存在相关资质证书到期后⽆法办理续期的情形。 

 3.具体经营场所 

 本所律师核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各分公司具体经营场所取得情

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经营场所 取得⽅式 

1 公司 深圳市南⼭区南⼭街道南海⼤道 2225 号海王⼤厦 A 座 17A-3 租赁 

2 同步门诊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 2018 号深华商业⼤厦⼆楼 2057 租赁 

3 同诚门诊 深圳市彩⽥路彩虹新都彩虹⼤厦 24A24B ⾃有 

4 同和门诊 深圳市南⼭区学府路荟芳园 A-B 裙楼 204-A 租赁 

5 同邦门诊 深圳市福⽥区深南⼤道浩铭财富⼴场 A 座 6A-K 租赁 

6 同美门诊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建安⼀路 29 号农村商业银⾏⼤楼 5 楼 租赁 

7 同欣门诊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城⼤道 99 号正中时代⼤厦四层 07 单位 租赁 

8 同欢门诊 深圳市南⼭区南海⼤道 2057 号鸿隆⼤厦 2B 租赁 

9 同⾈门诊 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民治社区世纪春城四期 2#楼 32 商场⼀楼 B 铺 租赁 

10 同健门诊 深圳市福⽥区⾹蜜湖街道侨⾹路安托⼭园博绿苑 1B(3) 租赁 

11 同祥门诊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聚宝路 58 号综合楼⼆层 5 号铺 租赁 

12 同瑞门诊 深圳市南⼭区沙河街道深南⼤道 9030 号世纪假⽇⼴场 A 座 3201 租赁 

13 同润门诊 深圳市南⼭区粤海街道铜⿎路 39 号⼤冲国际中⼼ 5 号楼 906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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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洲门诊 深圳市南⼭区粤海街道海德⼀道 86 号中洲⾦融中⼼ B 栋 8H 租赁 

15 同博门诊 
深圳市福⽥区莲花街道红荔西路 7002 号第壹世界⼴场 A 座 23 层

G/H/I/J/K 
租赁 

16 同越门诊 
深圳市福⽥区梅林街道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场（南区）A 栋 A 单元 21 层

2107 室 
租赁 

17 同丰门诊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城 80 区新城⼴场⼆楼 1001/1002/1003/1006/1187 租赁 

18 同宏门诊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松园路 68 号鸿翔四季城 A01B 商铺 租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各门诊《营业执照》所载住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载地

址，并查阅了公司出具的“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租赁其他房产，也没

有在其他经营场所进⾏⽣产经营活动”的承诺及卫⽣主管部门出具的⽆违法违规证明，除《营

业执照》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载地址外，公司、分公司不存在其他经营场所。 

本所认为，公司经营场所合法合规，符合挂牌条件。 

4.从业⼈员资质 

关于公司从业⼈员资质详见《法律意见书》“⼋、公司的业务（六）从业⼈员职业资质情

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医护⼈员、专业技术⼈员取得的执业资格证

件，截⾄ 2017 年 10 ⽉ 31 ⽇，公司及其分公司和⼦公司及其分公司业务⼈员情况（包括医师

及护⼠⼈数、资格取得情况）如下： 

序号 门诊名称 
执业医师 

（第⼀点执业） 
助理医师 执业护⼠ ⼩计 

1 东莞艾美门诊 2 1 2 5 

2 同邦门诊 6 2 8 16 

3 同博门诊 2 1 2 5 

4 同步门诊 5 0 7 12 

5 同诚门诊 2 0 2 4 

6 同丰门诊 3 1 3 7 

7 同和门诊 7 0 13 20 

8 同欢门诊 3 2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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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健门诊 2 1 3 6 

10 同美门诊 6 1 7 14 

11 同瑞门诊 5 2 6 13 

12 同润门诊 2 0 5 7 

13 同祥门诊 2 3 2 7 

14 同欣门诊 4 2 4 10 

15 同源有限 4 2 7 13 

16 同越门诊 1 0 1 2 

17 同⾈门诊 7 0 10 17 

18 中洲门诊 2 0 2 4 

19 隐适美门诊 2 0 0 2 

20 东莞同美门诊 2 0 2 4 

⼩计 69 18 91 178 

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珠海同和门诊、珠海同步门诊、同恒门诊、同宏门诊

尚在筹建中，相应执业医师、执业护⼠正在招聘中。 

本所认为，公司各门诊医护⼈员、专业技术⼈员均已取得必要的执业资格。  

5.医疗设备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说明，截⾄ 2017 年 6 ⽉ 30 ⽇，各分公司医疗设备情况如下：  

序

号 
门诊名称 设备名称 购⼊⽇期 数量 

账⾯原值

（元） 

1 同博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下挂 2017-02-21 5 105,3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2-21 1 17,948.00 

VDW/德国 根管治疗仪 2017-03-31 1 24,500.00 

WH 种植机 2017-03-31 1 26,265.00 

美国锐珂⼜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2017-04-29 1 516,800.00 

美国锐珂⼜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7-04-29 1 26,000.00 

2 同步门诊 

亚南⽆影灯 2016-05-29 1 23,200.00 

EMS 喷砂机 2016-01-31 1 14,200.00 

EMS 喷砂机 2016-01-31 1 14,200.00 

EMS 喷砂机 2016-01-31 1 1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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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 喷砂机 2016-01-31 1 14,200.00 

WH 种植机 2016-01-31 1 27,500.00 

根管预备设备 2016-01-15 1 32,000.00 

空⽓消毒机 2016-03-31 1 13,440.00 

⼜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6-01-15 1 27,000.00 

⼜腔 X 射线机 2016-01-15 1 26,000.00 

⼜腔数字化体层 X 射线摄影设备 2016-01-15 1 1,023,000.00 

新华 45L 消毒炉 2016-05-29 1 21,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3-31 1 21,060.00 

⽛⽤热凝仪 2016-01-15 1 33,000.00 

VDW/德国根管治疗仪 2017-03-28 1 24,5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17 3 53,844.00 

3 同诚门诊 

⽛科综合治疗椅 2015-01-01 1 17,777.78 

安卓健外科⼯具盒 2015-01-01 1 24,804.78 

冷光美⽩仪 2015-01-01 1 19,470.00 

种植机 2015-01-01 1 34,416.67 

根管机扩仪 2015-01-01 1 12,500.00 

喷砂机 2015-01-01 2 24,166.67 

全景⽚机 2015-01-01 1 160,000.00 

⽛科综合治疗椅 2015-01-01 4 71,111.11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12 2 35,896.00 

4 同丰门诊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2-23 3 53,844.00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下挂 2017-02-23 9 189,540.00 

EMS 喷砂机 2017-03-31 2 29,600.00 

美国锐珂⼜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2017-04-28 1 516,800.00 

美国锐珂⼜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7-04-28 1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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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种植机 2017-03-31 1 26,265.00 

5 同和门诊 

⼜腔数字化体层 X 射线摄影设备 2015-12-01 1 493,777.78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2 72,5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1 14,583.33 

柯达传感器 2015-12-01 1 20,125.00 

⼿术灯 2015-12-01 1 21,266.67 

负压系统 2015-12-01 1 104,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10 476,666.67 

洁⽛机 2015-12-01 5 140,000.00 

喷砂机 2015-12-01 5 60,000.00 

消毒炉 2015-12-01 1 12,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5 52,000.00 

柯达数码照相系统 2015-12-01 1 17,111.11 

全景机 2015-12-01 1 227,744.44 

种植⼯具盒 2015-12-01 1 10,570.83 

修复⼯具 2015-12-01 1 36,500.00 

种植⼯具盒 2015-12-01 1 16,041.67 

种植外科⼯具盒 2015-12-01 1 22,492.47 

种植修复⼯具盒 2015-12-01 2 20,970.93 

消毒炉 2015-12-01 1 20,316.67 

扫描仪 2015-12-01 1 81,250.00 

种植⼯具盒 2015-12-01 1 13,375.00 

机⽤外提⼯具盒 2015-12-01 1 12,500.00 

内提升⼯具盒 2015-12-01 1 16,200.00 

种植机 2015-12-01 1 55,250.00 

⼯业烘⼲机 2015-12-01 1 11,250.00 

种植⼿术⼯具盒 2015-12-01 1 12,375.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31 5 89,740.00 

⽛科综合治疗机下挂 2017-03-30 1 18,000.00 

VDW 根管治疗仪 2017-04-30 1 20,600.00 

6 同美门诊 

EMS 喷砂机 2015-12-01 1 13,963.33 

EMS 喷砂机 2015-12-01 1 13,895.83 

种植机 2015-12-01 1 25,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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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数码全景机 2015-12-01 1 223,322.22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7 78,555.56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6 84,166.67 

全景机 2015-12-01 1 740,744.44 

正畸⽚切邻⾯去釉⼯具套 2015-12-01 1 10,729.17 

新华消毒炉 2015-12-01 1 20,6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1 76,027.78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2-01 4 75,133.33 

种植⼿术⼯具盒 2015-12-01 1 21,231.21 

⽛周治疗洁⽛机 2015-12-01 1 44,625.00 

邦卡 360 ⼜腔诊疗仪 2015-12-01 1 19,983.33 

EMS 超声⾻⼑ 2015-12-01 1 51,565.67 

种植修复⼯具盒 2015-12-01 1 10,485.47 

种植机 2015-12-01 1 29,700.00 

种植⼿术⼯具盒 2015-12-01 1 21,000.00 

种植⼿术⼯具盒 2015-12-01 1 18,750.00 

种植⼿术⼯具盒 2015-12-01 1 19,425.00 

种植⼿术⼯具盒 2015-12-01 1 23,250.00 

种植修复⼯具盒 2015-12-01 1 11,250.00 

内提升⼯具 2015-12-01 1 17,850.00 

机⽤外提⼯具盒 2015-12-01 1 14,0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31 4 71,792.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31 1 18,004.00 

VDW/德国 根管治疗仪 2017-04-07 1 24,500.00 

⽛科⽤热凝仪 2017-06-27 1 24,950.00 

全景 X 光机 2015-09-01 1 197,380.00 

真空泵 2016-01-31 1 22,000.00 

空⽓压缩机 2016-01-31 1 18,800.00 

7 同润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2016-10-23 1 21,060.00 

WH 种植机 2016-11-30 1 26,265.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11-30 3 63,180.00 

安多健外科⼯具盒 2017-05-31 1 30,000.00 

⼜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7-01-12 1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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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2017-01-12 1 562,0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31 3 53,844.00 

笑⽓吸⼊镇痛设备 2017-06-30 1 60,000.00 

⽛科综合治疗仪下挂 2017-03-28 3 63,180.00 

8 同祥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4-30 6 108,000.00 

新华 23L 消毒炉 2015-04-30 1 13,500.00 

EMS 喷砂机 2015-04-30 3 43,500.00 

⽛科 X 射线系统传感器 2015-08-30 1 23,000.00 

⼩⽛机 X 光机 2015-08-30 1 11,200.00 

全景机 2015-12-31 1 406,000.00 

百康川种植机 2016-07-31 1 40,0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31 2 35,896.00 

9 同欣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1-01 11 150,150.00 

根管测量仪 2015-11-01 1 16,500.00 

种植⼿术⼯具盒 2015-11-01 1 22,282.26 

新华消毒炉 2015-11-01 1 22,200.00 

种植机 2015-11-01 1 25,566.67 

种植⼿术⼯具盒 2015-11-01 1 12,875.00 

种植⼿术⼯具盒 2015-11-01 1 20,766.67 

种植修复⼯具盒 2015-11-01 1 11,125.00 

10 同越门诊 

WH 种植机 2017-03-15 1 26,265.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3-08 3 53,844.00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下挂 2017-03-10 6 126,360.00 

德国根管治疗仪 2017-04-28 1 24,500.00 

美国锐珂⼜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2017-04-28 1 516,800.00 

美国锐珂⼜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7-04-28 1 26,000.00 

11 同邦门诊 

⽛周根管超声治疗仪 2016-07-30 1 28,000.00 

喷砂机 EMS  2015-12-31 2 29,000.00 

柯达全景机 2015-10-01 1 232,333.33 

⽇本韩朝 CT 机 2015-10-01 1 510,277.78 

⽛科综合治疗机 2015-10-01 4 72,294.44 

蓝野消毒炉、进⼜泵 2015-10-01 1 11,587.50 

3I 修复⼯具盒 2015-10-01 1 11,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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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种植⼿机 2015-10-01 1 19,479.17 

3I 根型⼯具盒 2015-10-01 1 22,633.33 

WH 种植机 2015-10-01 1 25,083.33 

种植修复⼯具盒 2015-10-01 1 14,863.33 

种植⼿术⼯具盒 2015-10-01 1 19,759.74 

奥齿泰上颌窦外提升 2015-10-01 1 13,125.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04 5 89,740.00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下挂 2017-02-13 6 108,000.00 

VDW/德国根管治疗仪 2017-03-13 1 24,500.00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下挂 2017-03-28 6 126,360.00 

12 同瑞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下挂 2017-02-21 5 105,3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2-21 1 17,948.00 

VDW/德国 根管治疗仪 2017-03-31 1 24,500.00 

WH 种植机 2017-03-31 1 26,265.00 

美国锐珂⼜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2017-04-29 1 516,800.00 

美国锐珂⼜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7-04-29 1 26,000.00 

13 同欢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9-01 3 41,7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9-01 1 13,300.00 

根管热压注射充填机 2015-09-01 1 24,166.67 

根管显微镜 2015-09-01 1 14,883.33 

WH 种植机 2016-08-28 1 26,265.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05 2 35,896.00 

美国锐珂⼜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2017-04-12 1 516,800.00 

美国锐珂⼜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7-04-12 1 26,000.00 

14 中洲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8-31 1 21,060.00 

WH 种植机 2016-08-31 1 26,265.00 

⼜内数字成像系统 2016-12-01 1 27,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6-08-31 3 61,224.93 

⼜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2016-12-01 1 562,0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06 1 35,896.00 

15 同⾈门诊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8-31 2 36,000.00 

⽛科 X 射线数字成像系统传感器 2015-08-31 1 23,000.00 

种植机 2015-07-31 1 2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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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45L 消毒炉 2015-06-30 1 24,000.00 

佛⼭科洋⼀拖六空⽓压缩机 2015-06-30 1 11,000.00 

新华 23L 消毒炉 2015-06-30 1 13,500.00 

登⼠柏马达弯机头 2015-06-30 1 32,500.00 

EMS 喷砂机 2015-06-30 6 87,000.00 

种植机 2015-08-31 1 38,000.00 

摄像系统⼀套 2015-05-04 1 17,200.00 

⼿术显微镜 2015-05-19 1 59,500.00 

⼿术显微镜 2015-05-19 1 59,500.00 

⼿术显微镜 2015-05-19 1 59,5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2015-05-19 1 18,000.00 

三合⼀⼜腔 CT 2015-05-07 1 475,000.00 

彼岸-MCX 电动马达 2017-01-31 1 12,500.00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下挂 2017-04-19 4 84,240.00 

VDW/德国 根管治疗仪 2017-04-07 1 24,500.00 

佛⼭⽛科综合治疗机 2017-05-17 1 12,888.00 

佛⼭⽛科综合治疗机 2017-05-17 1 12,888.00 

⽛科⽤热凝仪 2017-01-14 1 26,000.00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31 5 89,740.00 

16 同健门诊 
⼜腔数字化体层 X 射线摄影设备 2015-08-06 1 505,000.00 

⽛科 X 射线数字成像系统传感器 2015-08-06 1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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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23L 消毒炉、进⼜ 2015-04-30 1 13,500.00 

ENS 喷砂机 2015-04-30 2 29,000.00 

⽛科综合治疗机 U500 2015-04-30 4 72,000.00 

污⽔处理器 2015-04-30 1 11,800.00 

NSK 种植机 2016-08-31 1 24,050.00 

邦卡⽛周超声治疗仪 2016-07-31 1 18,883.36 

品瑞超声洁⽛机 2017-01-31 2 35,896.00 

17 同宏门诊 尚未对外开展经营 

        6.经营情况——诊疗患者数量 

  根据公司提供的书⾯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各分公司诊疗患者数量如下： 

（1）2015 年度各分公司诊疗患者数量 

门诊名称 全科服务诊疗⼈数 正畸服务诊疗⼈数 种植服务诊疗⼈数 

同诚门诊 2338 203 31 

同邦门诊 1055 246 62 

同欣门诊 301 51 16 

同欢门诊 1602 56 18 

同健门诊 1225 4 7 

同祥门诊 1033 16 12 

同⾈门诊 3101 185 156 

同步门诊 3169 559 120 

      （2）2016 年度各分公司诊疗患者数量 

门诊名称 全科服务诊疗⼈数 正畸服务诊疗⼈数 种植服务诊疗⼈数 

同诚门诊 3700 249 30 

同邦门诊 6157 631 234 

同欣门诊 4470 285 109 

同欢门诊 5504 129 34 

同和门诊 7731 818 452 

同美门诊 7026 625 204 

同健门诊 2304 84 21 

同祥门诊 2127 43 17 

同⾈门诊 5638 283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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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门诊 5575 297 146 

同瑞门诊 673 54 49 

中洲门诊 542 17 1 

       （3）2017 年度截⾄ 6 ⽉ 30 ⽇各分公司诊疗患者数量 

门诊名称 全科服务诊疗⼈数 正畸服务诊疗⼈数 种植服务诊疗⼈数 

同诚门诊 1424 120 14 

同邦门诊 3228 423 105 

同欣门诊 2722 186 66 

同欢门诊 2805 57 18 

同和门诊 5138 200 169 

同美门诊 4260 402 84 

同健门诊 1772 59 7 

同祥门诊 1379 31 13 

同⾈门诊 4207 131 123 

同步门诊 3598 79 66 

同瑞门诊 2533 103 83 

同润门诊 1784 89 34 

中洲门诊 1436 63 9 

同越门诊 653 10 2 

同博门诊 733 17 16 

同丰门诊 1625 47 23 

        本所认为，公司具备业务资质、经营场所、医疗设备及执业资格的⼈员，公司业务与其

取得的许可资质、主要设备、⼈员相匹配。 

（三）公司经营中是否存在医疗纠纷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医疗纠纷事项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书⽹”、“中国法院⽹”、“全国法院被执⾏⼈信息查询系统”、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名单信息查询系统”、“全国企业信息公⽰系统”以及公司所在地卫⽣

主管部门的官⽅⽹站，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不存在涉及医疗纠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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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书⾯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过重⼤医疗事故，不存在医患投诉、诉讼等

纠纷。 

2.公司医疗事故预防与处理管理制度 

     为预防医疗事故等发⽣，避免医患纠纷、医疗纠纷等出现，公司制定了《医疗管理制

度》和《门诊医疗纠纷（事故）防范及处理管理办法》对公司医疗事故进⾏预防和处置。建

⽴了医疗纠纷事故登记、处理、报告制度，明确了医疗事故的报告流程和事故相关⼈员的具

体处理办法。  

本所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过医疗事故，不存在医患投诉、诉讼等纠纷情况，且公

司建⽴了医疗事故预防与处置管理制度，不存在因医疗事故或纠纷受到卫⽣主管部门处罚的

情形，公司及分公司开展业务合法合规。 

 

⼋、公司诊疗涉及医疗废弃物处置。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常排污是否需取

得排污许可证、公司医疗废弃物处置是否依法由具备资质公司处理，公司⽇常环保是否合法

合规。（《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1） 

回复： 

1.排污许可证 

 关于公司⽇常排污办理排污许可证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

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消防安全 3.医疗废⽔处理（1）排污许可证”。 

 根据《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规定》（环⽔体〔2016〕186 号）第四条规定“环境保护部按

⾏业制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分批分步骤推进排污许可证管理。排污单位应当在

名录规定的时限内持证排污，禁⽌⽆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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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

81 号规定：“三、规范有序发放排污许可证（六）制定排污许可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依法制

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考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产经营者，确定实⾏排污许可管

理的⾏业类别。对不同⾏业或同⼀⾏业内的不同类型企事业单位，按照污染物产⽣量、排放

量以及环境危害程度等因素进⾏分类管理，对环境影响较⼩、环境危害程度较低的⾏业或企

事业单位，简化排污许可内容和相应的⾃⾏监测、台账管理等要求”。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第三⼗⼀类卫⽣，实施重点管

理的⾏业：“床位 100 张及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专科医

院（以上均不包括社区医疗、街道和乡镇卫⽣院、门诊部以及仅开展保健活动的妇幼保健

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实施简化管理的⾏业：“床位 20 张⾄ 100 张的综合医院、中医医

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专科医院（以上均不包括社区医疗、街道和乡镇卫⽣院、

门诊部以及仅开展保健活动的妇幼保健院）”。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业分类（GB/T4754-2011）》的规定和全国中⼩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颁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业为“Q 卫⽣和社会⼯作”中的

“Q8330 门诊部（所）”，且根据公司出具的书⾯说明，公司各门诊部均未在经营场所设置床

位，因此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规定，门诊部（所）不属

于实施重点监管的⾏业也不属于实施简化管理的⾏业。 

同 时 ， 经 本 所 律 师 电 话 访 谈 深 圳 市 福 ⽥ 区 （ 0755-82918111 ） 、 罗 湖 区 （ 0755-

25666262）、宝安区（0755-27660205）、南⼭区（0755-86544397、26016034）、龙岗区（0755-

28949271 ） 、 龙 华 区 （ 0755-23336537 ） 环 境 保 护 和 ⽔ 务 局 、 东 莞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 0796-

23391128）得到⼯作⼈员回复如下：“⼜腔门诊⽆需履⾏环评⼿续、⽆需办理环境影响审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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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 

此外，公司实际控制⼈唐毅强出具承诺：“若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变更相关监管政策或

实践，要求公司办理排污许可证，本⼈将督促公司及时办理并取得排污许可证”。 

本所认为，根据现⾏有效的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并经本所律师电话访谈相关环

保主管部门得到的实践处理答复，公司⽆需办理排污许可证。 

2.公司医疗废弃物处置 

关于公司医疗废弃物处置详见“《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

标准、消防安全（⼀）环境保护 1.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关于公司医疗废弃物处置是否依法由具备资质的公司处理补充如下： 

（1）医疗废物处理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修订）第⼗九条、第⼆⼗三条的规定，医疗卫⽣机构

应当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从事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对向县级以上⼈民政府环境保护⾏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

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珠海同和门诊、珠海同步门诊、同恒门诊、同宏门诊尚在筹建中尚

未开展对外经营外，公司各分公司均委托了具有《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危险物许

可证》等资质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理医疗废物，并与其签署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服

务协议》。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前述协议均在正常履⾏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甲⽅） 相对⽅（⼄⽅） 关键条款 合同期限⾄ 履⾏情况 

1 同步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2.28 正在履⾏ 

2 同和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10.13 正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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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邦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10.31 正在履⾏ 

4 同博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2.28 正在履⾏ 

5 同诚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7.12.31 正在履⾏ 

6 同丰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350元/⽉。 
2017.12.31 正在履⾏ 

7 同欢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10.31 正在履⾏ 

8 同健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4.30 正在履⾏ 

9 同美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600元。 
2017.12.31 正在履⾏ 

10 同瑞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9.30 正在履⾏ 

11 同润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7.12.31 正在履⾏ 

12 同祥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4.30 正在履⾏ 

13 同欣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6.30 正在履⾏ 

14 同源有限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4.30 正在履⾏ 

15 同越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2.28 正在履⾏ 

16 同⾈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6.30 正在履⾏ 

17 隐适美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6.30 正在履⾏ 

18 中洲门诊 
深圳市益盛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8640 元。 
2018.09.30 正在履⾏ 

19 东莞艾美门诊 

东莞市安德宝医

疗废物环保处理

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年14400元。 
2017.12.31 正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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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东莞同美门诊 

东莞市安德宝医

疗废物环保处理

有限公司 

⼄⽅处置甲⽅医疗废物，

费⽤每⽉1200元。 
2017.12.31 正在履⾏ 

       本所认为，公司对医疗废弃物的处置合法合规。 

        3. 公司⽇常环保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的书⾯说明，公司及⼦公司⾃2015年1⽉1⽇⾄今，未曾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的

法律法规⽽遭受重⼤⾏政处罚，未曾发⽣环境污染事故，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重⼤

影响。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华⼈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http://www.zhb.gov.cn/）、国家安全⽣产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 http://www.china safety.gov.cn/newpage/ ） 、 ⼴ 东 省 环 境 保 护 公 众 ⽹

(http://www.gdep.gov.cn)、 深圳⼈居环境⽹（http://www.szhec.gov.cn/ztfw/ztzl/ljyh/）、深圳

市各区域环境保护和⽔务局等⽹站公⽰的信息，公司及⼦公司报告期期初⾄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件⽽受到处罚的情形。 

本所认为，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公司及其分公司和⼦公司及其分公司的⽣

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件的要求，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件⽽受到处罚的情形，公司⽇常环保合法合规。 

 

九、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条件适⽤基本标准指引（试⾏）》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

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反馈意

见》：三、申请⽂件的相关问题）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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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增银⾏借款及关联担保 

          经本所律师核查《⼩企业流动资⾦借款合同》，2017 年 10 ⽉ 11 ⽇，公司与中国邮政储

蓄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区⽀⾏签订编号为 44008995100217095006 的《⼩企业流动资⾦

借款合同》，取得⼈民币 300.00 万元的短期贷款⽤于采购原材料和⽀付⼴告宣传费⽤，借款

期限 1 年，利率浮动百分⽐不低于 130%，借款期限⾃ 2017 年 10 ⽉ 11 ⽇⾄ 2018 年 10 ⽉ 11

⽇。唐毅强、刘锦新、何晓燕、深圳市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了保证担

保。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分别于 2017 年 11 ⽉ 1 ⽇及 2017 年 11 ⽉ 16 ⽇作出决议，审议并

通过《关于追认深圳市同步齿科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向银⾏借款 300 万元并由关联⽅提供保证

担保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前述借款及关联担保事项予以了追认。 

        （⼆）公司关联⽅房屋租赁 

经本所律师核查《租赁合同》和 2017 年 9 ⽉ 4 ⽇公司《股东会决议》，2017 年 8 ⽉ 28

⽇珠海同步与关联⽅刘锦英签署《租赁合同》，刘锦英将其所有的位于珠海市⾹洲区海滨南

路 52 号南航珠海区域总部⼤厦 502 房租赁给珠海同步⽤于经营⽤途。上述关联交易已于 2017

年 9 ⽉ 4 ⽇经公司股东会予以追认。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 出租⽅ 房屋坐落 租赁⾯积 租⾦ 租赁期限 

1 珠海同步 刘锦英 

珠海市⾹洲区海滨南

路 52 号南航珠海区

域总部⼤厦 502 房 

288.96 ㎡ 
31200 元/⽉，2019 年 9 ⽉

1 ⽇起，每两年递增 4% 

2017.09.01-

2037.08.31 

  经本所律师查询，关联⽅出租房屋单位租⾦与⾮关联⽅可⽐房屋单位租⾦对⽐如下： 

时间 
关联⽅出租房屋单位

租⾦（元/⽉*平⽅⽶） 

⾮关联⽅可⽐房屋单位

租⾦（元/⽉*平⽅⽶） 
差异 

⾮关联⽅可⽐房

屋单位租⾦ 

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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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7.97 100.00 
⾼于⾮关联⽅单价

7.97% 
58 同城 

2017 年 107.97 130.00 
低于⾮关联⽅单价

16.95% 
赶集⽹ 

        本所认为，公司⽀付给关联⽅的单位租⾦相⽐⾮关联⽅出租的单位租⾦，价格处于波动

范围内，公司租赁关联⽅房屋的价格公允。  

        除前述事项外，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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