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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公司、嘉欣医疗、股份公

司 
指 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欣有限、有限公司 指 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挂牌 指 
股份公司本次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转让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嘉欣 指 安徽嘉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嘉欣新能源 指 安庆市嘉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纵横咨询 指 安庆市纵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嘉欣竹木 指 安庆市嘉欣竹木日用品有限公司 

华茂股份 指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龙山凤水 指 安徽龙山凤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嘉欣医用 指 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宜康纸塑 指 安庆市宜康纸塑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天运 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万隆资产评估 指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指 
中天运出具的中天运审字 [2017]审字第 91130       

号《审计报告》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国元证券出具的《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本所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次挂牌的经办律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章程必备条款》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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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标准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标准指引》 

《公司章程》或章程 指 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报告期 指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8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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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之 

法律意见书 

天律证 2017第 00006号 

致：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及其相关配套

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嘉欣医疗的委托，指派本所孙峰、洪嘉玉

律师作为嘉欣医疗本次挂牌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参与嘉欣医疗本次挂牌工

作。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嘉欣

医疗本次挂牌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和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日以前嘉欣医疗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作出的。 

2、本所律师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嘉欣医

疗提供的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断，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公司保证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

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均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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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有赖于政府有关部门、嘉欣医疗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本次挂牌所需的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并愿意对本法律意见书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所律师仅对嘉欣医疗本次挂牌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嘉欣

医疗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

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所涉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

的适当资格。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嘉欣医疗为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嘉欣医疗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2017 年 9 月 12 日，嘉欣医疗召开了一届三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挂牌用）》《关于本次公司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的决议有效期为二十四个月的议案》等与嘉欣医疗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等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2017年 9月 29日，嘉欣医疗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 名，代表嘉欣医疗 280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公司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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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安庆市

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挂牌用）》、《关于本次公司股票申请进

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决议有效期为二十四个月的议案》等有

关本次挂牌的相关议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申请挂牌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程序，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上述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申请挂牌

相关事宜的授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根据《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嘉欣医疗本次申请挂牌已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二、嘉欣医疗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嘉欣医疗依法设立 

嘉欣医疗系由嘉欣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1日，现合法持有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于 2017年 8月 4日核

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00060821070G）；住所地为安庆长

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 A-5地块；法定代表人为汪秀春；注册资本为 2800万元；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营业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生产经营 I、

II类 6864医用卫生材料、辅料及制品和相关产品一次性消耗品及成型包装；全

棉水刺无纺布及其制品、棉花、全棉居家生活护理、化妆、卫生日用消费品；消

毒产品；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灭菌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依法有效存续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过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前身嘉欣有限依法通过历

年工商年检或提交了年度报告，已持续经营两年以上。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7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未发生任何破产、解散和被责令关闭

等事宜，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未出现被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系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未出现根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一）嘉欣医疗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2013年 1 月 11日，嘉欣医疗前身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欣有限”，后更名为“嘉欣医疗”）在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

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40892000013304）。

2017年 3 月 20日，有限公司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嘉欣医疗，并

于 2017年 3月 31日取得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

（信用代码：91340800060821070G）。 

嘉欣医疗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不存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公司已存续满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2、根据利安达出具的《验资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系嘉欣

有限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整体变更设立，公司股东以有限公司经审计

的净资产进行出资，于股份公司设立时已经缴足，公司股东的出资合法、合规，

出资方式及比例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系依法设立并

合法存续的股份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终

止情形，且存续满两年，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一）项及《基本标准指

引》第一条之规定。 

（二）嘉欣医疗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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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的经营范围：生产经营 I、II 类 6864医用卫

生材料、辅料及制品和相关产品一次性消耗品及成型包装；全棉水刺无纺布及其

制品、棉花、全棉居家生活护理、化妆、卫生日用消费品；消毒产品；提供上述

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灭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8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4,604.09 万元、

7,706.54万元和 6,496.80万元，嘉欣医疗近两年的主营业务明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近两年业务明确，能够明确、具体地阐述其经营

的业务、产品或服务、用途及其商业模式等信息，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二条

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嘉欣医疗书面确认及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嘉欣医疗自成立以来，其经营范围与经营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具备与其实际从事业务的相关资质或许可，公司在业务经营过程中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质量、安全等要求。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具备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关键要素，该等要

素的组合具备投入、处理和产出能力，能够与公司的商业合同、收入或成本费用

等相匹配，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嘉欣医疗近两年的工商备案资料、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营运记录。 

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嘉欣医疗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编制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并确定将在挂牌

时与其他相关申报文件一同披露；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在财务、经营及其他

方面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2017 年 11 月 28 日，中

天运就嘉欣医疗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基本标准指引》

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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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不存在如下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形： 

（1）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解散，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

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应用指南中列举

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或情况，且相关事项或情况导致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其他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的业务明确，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嘉欣医疗的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关于嘉欣医疗的治理机制 

（1）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目前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总经理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并完善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相关的公司治理制度，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制度等规定履行各自职责。 

（2）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在有限公司阶段，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健全，

具体运作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之处。在股份公司成立后，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嘉欣医疗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组织机构，

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该等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一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

事会就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的说明和自我评价的议案》，对报告期内的公司治

理机制执行情况进行了讨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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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

格，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且不存在以下情形： 

①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或者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认

定不适合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②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5）根据公司提供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存在关联

交易不规范的情形；股份公司阶段，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已依据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交易公平、公允，不损害公

司的合法权益。 

（6）根据公司提供资料，申报前公司已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治理机制健全，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三

条第（一）项的规定。 

2、关于股份公司合法合规经营 

（1）根据安庆市宜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庆市宜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安庆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安庆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安庆长江大桥经

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委员会、安庆市宜秀区房地产管理局、

安庆市宜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肥海关、国家外汇管理

局安庆市中心支局、安庆市宜秀区公安消防大队、安庆市宜秀区环境保护局等主

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嘉欣医疗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最

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而受到刑事

处罚或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亦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2）根据嘉欣医疗实际控制人汪秀春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

疗实际控制人汪秀春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涉及以下情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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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受刑事处罚； 

②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③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3）根据公司提供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及下属子公司已依法

取得业务开展相应的资质、许可等。 

（4）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及登录相关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嘉欣医疗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下属子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合法规范经营，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三

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嘉欣医疗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曾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见本法律意

见书之“九、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二）关联交易”），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已经归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已不存在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第三

条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并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

对相关财务事项的理解，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进行独立

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财务机构设置及运行应独立且合法合规，会计核算规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已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股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依法开展经

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嘉欣医疗治理机制健

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定。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12 - 

 

（四）嘉欣医疗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根据嘉欣医疗股东的书面确认，嘉欣医疗的股东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

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持股份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

何其他安排将其持有的股份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的情形，股份公司股权清晰，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及股东符合《公司法》及《证券法》

关于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住所及出资比例的规定；法人发起人均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自然人发起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发起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2、嘉欣医疗的股份发行和转让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嘉欣医疗的

设立”和“七、嘉欣医疗的股本及演变”。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历史沿革

中的股权转让及增资行为，均为相关方合意的结果，嘉欣医疗的股权转让及增资

行为已履行了内部决策、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程序，股权变动合法合规。 

3、根据股份公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不

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 36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2）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个月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4、根据嘉欣医疗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在本次挂牌前

未在区域股权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进行过权益转让。 

5、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嘉欣医疗全资子公司

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具体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九章第（一）节第 4款“嘉欣

医疗控制的企业”部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四）项和《基本标准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已聘请国元证券担任本次挂牌的推荐主办券商，

并与之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根据国元证券提供资料，主办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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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对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独立意见，并出具推

荐报告，对嘉欣医疗本次挂牌履行推荐并持续督导义务，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五）款、《基本标准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本次申请挂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嘉欣医疗的设立 

（一）设立程序与资格 

1、2017年 3月 5日，嘉欣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25,293,223.00元（审计值）折合股本 2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净资

产大于股本部分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500万元。 

2、2017年 3月 5日，嘉欣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嘉欣医疗发起人签署了《发起

人协议》。 

3、2017 年 3 月 20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了

设立嘉欣医疗的有关决议。 

4、2017 年 10 月 23 日，利安达出具了《验资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全体发起人已按照发起人协议、章程的有关规定，以有限公司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25,293,223.00 元以 1：0.9884 的比例折

合为公司股本 25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净资产超过折股部分 293,223.00元计

入公司资本公积。 

5、2017 年 3 月 31 日，嘉欣医疗在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

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信用代码：91340800060821070G），确认注册资

本 2500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的设立程序与资格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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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立条件 

1、嘉欣医疗设立时股本为 2500万股，发起人的出资及出资方式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嘉欣医疗筹办事项均依法进行，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3、嘉欣医疗名称已经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准。 

4、嘉欣医疗创立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内容符合《公司

法》的有关规定。 

5、嘉欣医疗创立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和第一届监事会的

股东代表监事，随后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董事长，并聘任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并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职工代表监事，嘉欣医疗建立了

符合法定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 

6、嘉欣医疗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股份公司具备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设立的条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三）设立方式 

经核查，嘉欣医疗系由嘉欣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设立方式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设立时签订的《发起人协议书》 

经核查，嘉欣医疗设立时，发起人签订了《发起人协议书》，约定以有限公

司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25,293，223.00元以 1：0.9884的比

例折合为公司股本 25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净资产超过折股部分计入公司资

本公积。《发起人协议书》还约定了嘉欣医疗的经营宗旨、经营范围、注册资本、

发起人的义务和责任等内容，《发起人协议书》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因此引致嘉欣医疗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五）设立时的审计、评估、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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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26 日，利安达对嘉欣有限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

债和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利安达审字[2017]2212 号《审计报告》。

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嘉欣医疗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5,293,223.00元。 

2017年 2 月 27日，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以 2016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万隆评报字【2017】第 1504号《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

以 2016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嘉欣有限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的经评估

净资产总额为 3,699.37万元。 

2017年 10 月 23日，利安达出具了利安达验字【2017】第 2043号《验资报

告》，验证：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止，嘉欣医疗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

股份公司章程规定，以有限公司变更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经审计的净资

产人民币 25,233,293.00元折股投入，其中人民币 25,000,000.00元折合为贵公

司（筹）的股本，股本总额共计 25,000,000.00股，每股面值 1元。净资产折合

股本后的余额人民币 233,293.00元转为资本公积。 

经核查，利安达具有审计和验资的资格，万隆资产评估具有评估的资格，嘉

欣医疗设立时的审计、评估和验资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六）嘉欣医疗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 

2017年 3 月 20日，嘉欣医疗召开了创立大会，公司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代表

均出席了会议，代表股份 2500 万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关于选举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

议案》、《关于选举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员的

议案》、《关于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费用的议案》、《关

于聘请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经核查，嘉欣医疗创立大会的召开程序及所议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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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为嘉欣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依法履行了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相关程序，股份公司的设立真

实、合法、有效。 

五、嘉欣医疗的独立性 

（一）嘉欣医疗的业务独立 

公司主营业务是以精落、短绒等废旧纺织品为主要原材料，生产、销售医

用卫生材料、敷料及制品和日用消费品。其中，医用卫生材料、敷料及制品包括

医用棉签、医用棉球等终端产品及脱脂棉等中间产品；日用消费品主要包括棉柔

巾、化妆棉等终端产品及全棉水刺无纺布卷材等中间产品。 

公司内部设副总经理、技术中心、采购部、品管部、生产部、行政人事、财

务部，各部门均有明确分工，并且配置了专职人员，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

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嘉欣医疗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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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嘉欣医疗的资产独立完整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验资报告》及《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

医疗发起人投入股份公司的出资已足额到位，嘉欣医疗合法拥有或使用公司生产

经营所需的主要资产，股份公司主要资产不存在与其股东合用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资产独立完整。 

（三）嘉欣医疗的人员独立 

1、嘉欣医疗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或任免符合法定程序，董

事和应由股东大会选举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由董事会聘任，不存在股东越权任命的情形。 

2、根据嘉欣医疗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的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在股东单位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股东单位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中领薪。 

3、根据嘉欣医疗财务人员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财务人员未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专职于嘉欣医

疗。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人员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嘉欣医疗的财务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

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2、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在已经设了独立银行账户，不存在与股东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以个人卡进行代收

货款的情形，但是所涉及收入均已入账。公司自 2017 年 6 月起不再以个人卡代

收公司资金，已将个人卡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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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

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嘉

欣医疗的财务人员专职在股份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嘉欣医疗单独在银行开立

账户，并能够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依法纳税。  

（五）嘉欣医疗的机构独立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机构设置完整。按照建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要

求，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公司完全拥有机构设置自主权，公司根据经营的需要设置了副总经理、技术中心、

采购部、品管部、生产部、财务部等内部经营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2、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具有独立的办公机构和场所，不存在与股东

单位混合办公的情形。 

3、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已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建立健

全了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均独

立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

存在同业竞争，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六、嘉欣医疗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一）嘉欣医疗的发起人 

1、嘉欣医疗共有 2位发起人，发起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起人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住所 持股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 

1 汪秀春 34011119700******* 
安庆市大观区工农街市直小区 8

憧******** 
25.00 1.00 

2 
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

有限公司 
91340811746764752W 

安庆市宜秀区经十三路安庆市

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1# 
2,475.00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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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计 2,500.00 100.00 

根据 2 名发起人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及股东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上述发起人的自然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且均在中

国境内有住所；中国法人为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法续存的企业主体。 

（1）自然人股东汪秀春是公司的董事长兼实际控制人，其简历如下： 

汪秀春先生，1970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1990 年 7 月至 1999 年 10 月，任安庆市第一棉纺织厂生产科科员、调度主管；

1999年 11月至 2002 年 12月，任安庆钰喜卫生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职员、

采购部经理；2003年 1月至今，任嘉欣医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9年 8月 2016

年 8 月，任安徽嘉欣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 年 8 月至今，任安徽嘉欣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嘉欣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 年

12月至 2017 年 3月，任嘉欣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长；2017年 12月至今，任嘉欣新能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欣医用”）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9 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811746764752W，实缴出资金额 2,520万元，法定代表人汪秀春，注册地安

庆市宜秀区经十三路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1#，经营范围：医用材料的

投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和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营期限 2003 年 1 月 29 日至 2024 年 1 月

28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用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1 汪秀春 1,058.40 42.00 货币 

2 陈东 756.00 30.00 货币 

3 甘家兴 453.60 18.00 货币 

4 冯冠超 252.00 10.00 货币 

 合计 2,5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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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欣有限的股东作为嘉欣医疗的发起人，以嘉欣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出

资，已经嘉欣医疗 2017 年 3 月 20日股东会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计、评估、批

准、验资等法定程序。 

3、经核查，嘉欣医疗各位发起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

担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 

4、经核查，公司整体变更时公司净资产 25,293,223.00 元，按 1：0.9884

的比例折成 2，500 万股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股本，每股面值为 1 元人民币，

净资产超出股本部分转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公司不存在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

增股本的情形，不需要缴纳相应个人所得税。 

（二）嘉欣医疗的股东 

嘉欣医疗目前共有 3 名股东，其中 1 名股东为自然人，1 名股东为法人，1

名股东为合伙企业。各股东持股额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发起人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住所 持股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 

1 汪秀春 340111197002****** 
安庆市大观区工农街市直小

区******** 
25.00 0.90 

2 
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

有限公司 
91340811746764752W 

安庆市宜秀区经十三路安庆

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1# 

2,475.00 88.39 

3 
安庆市纵横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91340811MA2N9MPG08 

安庆市宜秀区经十三路安庆

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1#厂房  

300.00 10.71 

  总  计  2,800.00 100.00 

根据上述股东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自然人股东

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且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法人和合伙企业

为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法续存的企业主体，均具备股东的资格。 

本所律师查询了中国基金业协会网站（网址 http://www.amac.org.cn/），

询问现有股东中非自然人股东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询问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

员，经核查，公司现有股东为 1个有限合伙企业、1个法人与 1名自然人投资者，

1名自然人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

http://www.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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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1）安庆市纵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转账凭证的核查，纵横咨询股东设立

公司的资金来源均为合伙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资产也

未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因此，纵横咨询不属于《暂行办法》第二条和《备

案办法》第二条所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纵横咨询股东为汪秀春和陈东，系 2名

自然人股东，纵横咨询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纵横咨询出具书面声明：“安庆市纵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规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2）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医用材料的投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和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嘉欣医

用股东设立公司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资

产也未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因此，嘉欣医用不属于《暂行办法》第二条和

《备案办法》第二条所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嘉欣医用股东为 4名自然人股东，

嘉欣医用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嘉欣医用出具书面声明：“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

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股东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担任股东的主体资格，嘉欣医疗的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嘉欣医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股东中，嘉欣医用直接持有公司 2475 万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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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本总额的 88.39%，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汪秀春为公司董事长且直接持有

公司 0.90%的股份，间接控制公司 47.83%的股份，合计控制本公司 48.73%的股

份。（汪秀春个人简介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五、嘉欣医疗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经核查，报告期内至今汪秀春一直为公司第一大自然人股东兼董事长，嘉欣

有限时期汪秀春一直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汪秀春持有及控制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

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选举和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实施决定性影

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用为嘉欣医疗的控股股东，汪秀春为嘉欣医疗的

实际控制人；根据汪秀春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汪秀春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任职资格合法合规。 

七、嘉欣医疗的股本及演变 

（一）嘉欣有限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1、2013年 1月，嘉欣有限设立 

2013 年 1 月 5 日，嘉欣有限股东嘉欣医用与华茂股份召开了股东会，决议

通过了公司章程。根据嘉欣有限设立时的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为 2,500万，

嘉欣医用认缴 2,050万，2013年 1月 8日前实缴 1,025万，余额支付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7 日前。华茂股份认缴 450 万，2013 年 1 月 8 日实缴 225 万，余额支付

时间为 2015年 1月 7日前。公司设立时嘉欣有限股东实缴资本共 1,250万元。 

2013 年 1 月 10 日，安徽金惟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庆金验字（2013）第 024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3 年 1 月 9 日，嘉欣有限收到股东缴纳注册资本

为 1,250万元。 

2013年 1 月 11日，嘉欣有限经安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注册号为

340892000013304。嘉欣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实缴出资

（万元） 

出 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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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欣医用 2,050.00 82.00 1,025.00 货币 

2 华茂股份 450.00 18.00 225.00 货币 

合计 2,500.00 100.00 1,250.00 —— 

2、2013年 11月，实缴出资增至 2,500万 

2013 年 11 月 20 日，嘉欣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变更公司实缴注册资

本，实缴注册资本由 1,250万元变更为 2,500 万元。其中由嘉欣医用以货币实缴

1,025万元、华茂股份以货币实缴 225万元。 

2013年 12 月 13日，安徽金惟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庆金验字（2013）第 887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嘉欣医疗的出资

全部实缴到位。嘉欣医疗修改了公司章程，并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本次实缴出资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 

方式 

1 嘉欣医用 2,050.00 82.00 2,050.00 货币 

2 华茂股份 450.00 18.00 450.00 货币 

合计 2,500.00 100.00 2,500.00 —— 

3、2016年 12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2 月 12 日，嘉欣有限股东会同意股东华茂股份将持有的 18%股权

（450万出资额）转让给嘉欣医用。同日，股东会同时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股

权转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对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 

嘉欣有限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嘉欣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4、2016年 1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2 月 26 日，嘉欣有限股东嘉欣医用决定将其持有的公司 1%的股权

（25 万出资额）转让给汪秀春，同日，公司股东共同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股

权转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对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嘉欣医用 2,5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2,5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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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欣有限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嘉欣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二）嘉欣医疗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1、2017年 3 月 31日，嘉欣医疗设立 

嘉欣医疗由嘉欣有限于 2017年 3月 31日整体变更设立，具体设立程序及相

关情况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嘉欣医疗的设立”。 

2、2017年 8 月 4日，增加注册资本 

2017年 7 月 16日，嘉欣医疗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纵横咨询

以每股 1 元的价格认购公司 300 万股。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本增加至 2800

万股。 

2017 年 8 月 3 日，嘉欣医疗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纵横咨询以每股 1 元价格向公司增资 300 万元。嘉欣医疗有股本增加至 2800 万

元。 

2017年 11 月 28日，中天运出具《验资报告》（中天运[2017]验字第 90100

号），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8 月 4 日止，公司已收到纵横咨询的货币出资 300

万元。 

2017 年 8 月 4 日，嘉欣医疗在安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后，嘉欣医疗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嘉欣医用 2,475.00 99.00 货币 

2 汪秀春 25.00 1.00 货币 

合计 2,500.00 100.00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嘉欣医用 2,475.00 88.39 货币 

2 汪秀春 25.00 0.90 货币 

3 纵横咨询 300.00 10.71 货币 

                   合计 2,8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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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经查阅嘉欣医疗历次工商登记资料，有限公司属于内资企业，有限公司

股东历次出资均为货币出资。2017 年 3 月有限公司通过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股份

公司时，有限公司的股东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投入到股份公司，股份公司

发起人股东的出资形式为净资产出资，公司历次增资行为相应出资均如实缴纳并

经会计事务所验资确认，公司股东出资真实、充足。 

2、经核查，公司设立及历次增资等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决议程序、出资形式

及相应比例等符合当时有效法律法规的规定，增资行为合法合规、无纠纷或潜在

纠纷。 

3、经核查，核查公司存在 1次增资行为，即 2017年 8月实收资本增至 2800

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次增资等股本变化情况已依法履行了内部决议、验

资等依法需要履行的必要程序，增资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4、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史上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5、经核查，嘉欣医疗前身嘉欣有限有 2 次股权转让行为，该 2 次股权转让

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履行了相应变更程序，并依法办理了工商备案手续，

除本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问题外，股权转让合法、合规，不存在潜在纠纷。 

6、根据股东出具的声明“本人对持有公司的股份拥有完整有效的所有权，

保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来自第三方的担保权或其他追索权，也不存在与任

何第三方的争议”；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取得了转让方的书面交割确认。据此，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不存在影响公司股权明晰

的情形；公司现有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纠纷； 

（三）根据嘉欣医疗各股东的承诺与嘉欣医疗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嘉欣医疗各股东所持嘉欣医疗的股份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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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嘉欣医疗的业务 

（一）嘉欣医疗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根据嘉欣医疗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经登

记的经营范围：生产经营 I、II 类 6864 医用卫生材料、辅料及制品和相关产品

一次性消耗品及成型包装；全棉水刺无纺布及其制品、棉花、全棉居家生活护理、

化妆、卫生日用消费品；消毒产品；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售后

服务；灭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经营范围已取得登记机关的批准，且履

行了法定程序，公司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嘉欣医疗的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1、2013 年 1 月 11 日，嘉欣医疗前身嘉欣有限设立时安庆市宜秀区工商行

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2、2017年 3月 5日，嘉欣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将公司形式变更为股

份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生产经营 I、II 类 6864 医用卫生材料、辅料及制品

和相关产品一次性消耗品及成型包装；全棉水刺无纺布及其制品、棉花、全棉居

家生活护理、化妆、卫生日用消费品；消毒产品；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和售后服务；灭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同日，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三）嘉欣医疗的业务资质 

嘉欣医疗的业务资质请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嘉欣医疗的主要财产.（五）

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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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来，股份公司依法承继嘉

欣有限全部资产、资质、债权、债务，股份公司有权拥有或使用该等证书，该情

形不会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产生实质性障碍。 

（四）嘉欣医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业务 

经嘉欣医疗确认，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嘉欣医疗的出口业务主要通过

嘉欣医用进行。2015年度、2016年度及 2017 年 1-8月份，公司的出口销售收入

分别为 448.53万元、13.75万元及 882.98万元，分别占各期营业收入的 9.74%、

0.18%及 13.59%。 

（五）嘉欣医疗业务明确、主营业务突出 

经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的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 I、II 类 6864 医用卫生

材料、辅料及制品和相关产品一次性消耗品及成型包装；全棉水刺无纺布及其制

品、棉花、全棉居家生活护理、化妆、卫生日用消费品；消毒产品；提供上述产

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灭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医用棉签、医用棉球等医用卫生材料以及棉柔巾、化妆

棉等日用消费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2015年、2016年和 2017 年 1-8月，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4,604.09 万元、7,706.54 万元和 6,496.80 万元，嘉欣医

疗业务明确，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六）公司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嘉欣医疗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受到工商、税务、环

保等政府部门的处罚，不存在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

情形，主要生产经营资产未出现被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性措施之情形，嘉欣

医疗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嘉欣医疗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均在相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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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记，合法、有效；公司的业务明确，主营业务突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的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嘉欣医疗的关联方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经营范围 

嘉欣医用 
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

司 88.39%的股份 

 医用材料的投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和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汪秀春 

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

董事长，通过嘉欣医用和纵

横咨询间接持有公司 47.83%

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48.73%的股份。 

—— 

2、其它直接或间接持有嘉欣医疗 5%以上股份的关联方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根据公司提供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

上述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外，其他通过嘉欣医用间接持股嘉欣医疗 5%以上的

关联方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关联关系 

1 陈东 
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通过嘉欣医用和纵横咨询间接 

持有公司 26.55%的股份 

2 
甘家兴 

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通过嘉欣医用间接持有公司 

15.91%的股份 

3      冯冠超 通过嘉欣医用间接持有公司 8.84%的股份 

4 纵横咨询 直接持有嘉欣医疗 10.71%的股份 

5 华茂股份 
曾持有嘉欣医疗 18%的股权，后于 2016 年 12月将股权

转让给嘉欣医用，具体请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七章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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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医疗的股本及演变”之“（一）嘉欣有限的设立及股

权变动”之“3、2016 年 12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根据公司提供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安庆市纵横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30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0.71%，具体信息

如下： 

项  目 内  容 

    公司名称 安庆市纵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340811MA2N9MPG08 

成立日期 2016年 12月 26日 

住所 安庆市宜秀区经十三路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1#厂房 

法定代表人 汪秀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年 12月 26日至 2036年 11月 30日 

纵横咨询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汪秀春   299.00     99.67    货币 

2 陈东       1.00 0.33 货币 

合计      300.00 100.00 ----- 

3、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的对外股权投资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嘉

欣医用、汪秀春、陈东、甘家姓、冯冠超、纵横咨询。其中汪秀春、陈东、甘家

兴对外投资有安庆市嘉欣竹木日用品有限公司；安庆市嘉欣竹木日用品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安徽省潜山县万涧毛竹生产专业合作社；汪秀春对外投资安庆市钰弘纺

织品有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1）安庆市嘉欣竹木日用品有限公司  

项  目 内  容 

公司名称 安庆市嘉欣竹木日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40824786527313R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751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751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751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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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6年 4 月 3日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龙潭乡 

法定代表人 汪秀春 

经营范围 

竹木文化旅游商品开发经营；文化旅游园区策划、设计；文化传播；

园林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至 2026-04-02 

公司 5%以上的股东汪秀春、陈东、甘家兴分别持有嘉欣竹木 44%、36%、20%

的股权。 

（2）安徽省潜山县万涧毛竹生产专业合作社 

项  目 内  容 

公司名称 安徽省潜山县万涧毛竹生产专业合作社 

统一信用代码 93340824MA2N6E8Y1F 

成立日期 2009年 12月 8日 

性质 农民专业合作社 

住所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龙潭乡万涧村 

法定代表人 汪秀春 

经营范围 组织社员从事毛竹生产、收购、销售并提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营业期限 —— 

嘉欣竹木持有安徽省潜山县万涧毛竹生产专业合作社 57%的股权。 

（3）安庆市钰弘纺织品有限公司 

项  目 内  容 

公司名称 安庆市钰弘纺织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3408112350025 

成立日期 1998年 11月 3日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安徽省安庆市集贤北路 68号 

法定代表人 胡晓瑞 

经营范围 
针纺织品、纱布生产；电脑、通讯器材、五金家电、小食品、机械、

建筑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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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1998年 11月 3日 至 2004年 10月 30日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安庆市钰弘纺织品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01月 27日因企业年检原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尚未注销。根据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登记信息，企业的营业期限到 2004 年 10 月 30 日终止，但企业未

履行正常注销手续。汪秀春在持有该企业 2%的股份，并未担任公司高管，仅为

个人投资者。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情形外，持有发行人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形。 

4、嘉欣医疗控制的企业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嘉欣医疗投资设立安徽嘉

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和安庆市嘉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安徽嘉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根据嘉欣医疗提供的安徽嘉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嘉欣”）

《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项  目 内  容 

公司名称 安徽嘉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824692846153G 

成立日期 2009-08-24  

住所地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汪秀春 

经营范围 

二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生产；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9-08-24 至 2029-08-23 

①2009年 8月，安徽嘉欣设立 

2009年 8 月 16日，安庆市嘉欣医用材料有限公司和汪秀春召开股东会议，

决定投资设立安徽嘉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其中嘉欣医用出资 400万元、汪秀春

出资 100万元，并选举汪秀春、陈东、胡泰荣、牛金林为公司董事，选举傅敏风、

甘家兴、金国旺三人为公司监事，选举汪秀春为公司董事长，并聘任汪秀春为公

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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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公司股东通过了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设立时注册资金为 500万元，

其中汪秀春认缴出资 100万元，嘉欣医用认缴出资 4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用

于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进出口生产企业的筹建”。 

2009 年 8 月 21 日，安徽金惟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庆金验字（2009）第 283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8 月 21 日，公司收到股东投资款共计

500万元。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1 汪秀春 100.00 20.00 货币 

2 嘉欣医用 400.00 80.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2012年 5月，变更经营范围 

 2012 年 5 月 26 日，安徽嘉欣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经营范

围变更为“二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生产；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同日，全体股东根据上述决议签署了新的《章程修正案》。 

股东会决议后，安徽嘉欣履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并获得核准。 

2016年 8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年 8 月 24日，安徽嘉欣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股东汪秀

春将所持公司 20%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嘉欣医用，转让价格为 100万元。同日，全

体股东根据上述决议签署了新的《章程修正案》。 

2016年 8 月 24日，汪秀春与嘉欣医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股东

汪秀春将所持公司 20%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嘉欣医用，转让价格为 1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安徽嘉欣各股东及出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1 嘉欣医用 5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货币 

④2016年 1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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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6 日，安徽嘉欣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嘉

欣医用将所持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嘉欣有限，转让价格为 500 万元。同日，

全体股东根据上述决议签署了新的《章程修正案》。 

2016 年 12 月 26 日，嘉欣有限与嘉欣医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

股东嘉欣医用将所持公司 100%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嘉欣有限。 

本次股权转让后，安徽嘉欣各股东及出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1 嘉欣有限 5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货币 

（2）安庆市嘉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 12 月 6日，嘉欣医疗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庆

市嘉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欣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为 360

万元，并选举汪秀春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经理，王敬良为监事。 

次日，公司股东通过了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公司设立的注册资金为 360

万元，全部由嘉欣医疗在 2018年 5月 30日前认缴，公司经营范围是：太阳能发

电及相关技术研发、电力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1 嘉欣医疗 360.00 100.00 货币 

合计 360.00 100.00  

5、其他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1）嘉欣医疗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陈东 公司董事、总经理 

甘家兴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迎贵 公司董事 

陈强 公司董事 

陈声球 财务负责人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34 - 

 

郝学平 董事会秘书 

王敬良 监事会主席 

江宏松 监事 

徐恒 职工监事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股东投资情况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进行其他对外投资。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系亲属持股情况 

公司董事甘家兴配偶徐美英持有安庆市宜康纸塑包装用品有限公司60%的股

份。安庆市宜康纸塑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内  容 

公司名称 安庆市宜康纸塑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8000984075880 

成立日期 2014-04-24  

住所地 安庆市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 A-5地块 

法定代表人 牛金林 

经营范围 
纸塑包装袋、纸质包装袋生产、销售；纸塑包装原材料销售。（以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4-04-24 至无固定期限 

除上述情形外，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直系亲属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5、其他关联方 

公司其他关联方包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的关键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上述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或者由其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1 范燕 汪秀春配偶 

2 徐美英 董事甘家兴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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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美香 董事陈东配偶 

  （二）关联交易 

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嘉欣医疗与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经常性关联交易 

（1）销售商品的管理交易 

                                                     单位：   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 1-8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嘉欣医用 销售商品 797.87  3,151.36 1,760.55 

合计 797.87  3,151.36 1,760.55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 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 1-8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嘉欣竹木 竹棒    533.96 705.87 

华茂股份 精落  275.65 24.31 

宜康纸塑 包装 28.45  64.07 38.88 

合计   28.45  873.68 769.06 

  (3)关联租赁 

                                                    单位： 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 1-8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嘉欣医用 房屋租赁 3.33 4.99 4.99 

宜康纸塑 房屋租赁 0.40 0.60  

合计  3.73 5.59 4.99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分析 

公司与关联方所签房屋租赁合同与对第三方合同的对比情况如下： 

合同对象 合同金额（元/年） 租赁面积（m
2） 单价（元/年/ m

2） 

宜康纸塑 49,920.00 416.00 120.00 

嘉欣医用 6,000.00 50.00 120.00 

安庆市景皇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400,000.00 4,000.00 100.00 

通过对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进行了核查对比，公司对嘉欣医用和宜康纸塑的

价格略高于对安庆市景皇护理用品有限公司的价格，主要是因为安庆市景皇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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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有限公司租赁面积较多，同时也为公司的客户，所以略低一些。 

2、 偶发性关联交易 

（1）报告期内，为进行资产整合和股权整合，公司进行同一实际控制人下

的收购，与嘉欣医用进行交易，收购了安徽嘉欣的股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

九章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一）、嘉欣医疗的关联方”之“4、嘉欣医疗

控制的企业”。 

（2）商标转让 

2017 年 9 月，嘉欣医用与嘉欣医疗签订商标无偿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

的商标 和 无偿转让给嘉欣医疗。 

（3）债务豁免 

公司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改制基准日出具审计报告时，公司净资产低于

注册资本，控股股东嘉欣医用将对公司的部分债权进行了豁免，金额为

1,507,678.18 元，公司将该笔款项从“其他应付款-嘉欣医用”调整至“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同时，由于该笔债务豁免而导致公司 2016 年度应纳所得税额

为 109,129.56 元，冲减“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 关联方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嘉欣医用、实际控制人汪秀春、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具体情况情形如下： 

其他应收款 2017年 8月 31日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5 年 12月 31 日 

汪秀春  710.45  

嘉欣医用   1,343.75 

合计  710.45 1,343.75 

范燕  300.00 500.00 

宜康纸塑 15.81 12.48 7.48 

郝学平  4.60 5.50 

陈东  2.40 2.40 

陈强  2.08 2.08 

陈迎贵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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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良  2.85 2.45 

嘉欣竹木  0.05  

陈声球 0.40   

合计 16.21 325.86 517.91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之间

存在资金往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已全部清理完毕，不存在违反相应承诺的情况。股

份公司成立后，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逐步建立完善，但由于股份公司成立时间

较短，管理层规范运作意识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联交易的内控制度

未得到完全有效执行，报告期后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 2017

年 11月 9日，公司将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进行了清理；2017年 11 月 20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关于减少和规范

关联方交易的承诺函》，明确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须减少和规范关联方交易及不以向公司拆借、占用公司资金或采取由公司代

垫款项、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公司资金。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已将前期资金往来全部清理，并未再发生

资金占用等情形。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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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司报告期内不应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如有，应在申请挂牌前予以归还或规

范”的规定。因此，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4、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 

根据嘉欣医疗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嘉欣医疗与关联

方存在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项目 2017年 8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12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嘉欣医用 289.93   

其他应收款 2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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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秀春  710.45  

范燕  300.00 500.00 

嘉欣医用   1,343.75 

宜康纸塑 15.81 12.48 7.48 

郝学平  4.60 5.50 

陈东  2.40 2.40 

陈强  2.08 2.08 

陈迎贵  1.50  

王敬良  2.85 2.45 

嘉欣竹木  0.05  

陈声球 0.40   

合计 16.21 1,036.41 1,863.66 

预付账款    

宜康纸塑   7.68 

合计   7.68 

应付账款    

宜康纸塑 14.33 2.02  

嘉欣竹木   178.91 

合计 14.33 2.02 178.91 

其他应付款    

嘉欣医用  828.78  

华茂股份  84.12 84.35 

汪秀春   556.03 

陈声球 7.61 25.51  

合计 7.61 938.41 640.38 

5、关联方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嘉欣医疗关联方担保情况

具体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范围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是
否履行完毕 

汪秀春、范燕 嘉欣医疗 5,000,000.00 2015.12.17 

嘉 欣 医 疗 在

2015.12.17-2016

.12.17 之间办理

的各类融资债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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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徐美香 

、甘家兴、徐美英 
安徽嘉欣 1,000,000.00 2017.6.15 

安徽嘉欣在

2017.6.15-2020. 

6.15之间办理的

各类融资债务 

否 

嘉欣医疗 嘉欣医用 2,000,000.00 2015.4.15 
主合同项下 200万

元借款 
是 

宜康纸塑 嘉欣医疗 3,000,000.00 2017.6.1 

嘉欣医疗在

2017.6.1-2018.6

.1之间办理的各

类融资债务 

否 

公司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没有专门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不健全。嘉欣医疗成立后，已在《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明确了

关联交易表决、决策程序。 

（三）同业竞争 

1、经核查，在报告期内，公司曾存在以下关联方与公司在经营范围相同或

相似的情形，曾存在同业竞争或同业竞争风险。 

（1）嘉欣医用 

嘉欣医用在报告期内的经营范围为：“一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日化用品、化妆品、妇婴用品的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为解决嘉欣医疗的同业竞争问题，嘉欣医用已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变更公司的经

营范围，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医用材料的投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和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7年 8 月 18日，嘉欣医用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

进行任何与嘉欣医疗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如上述承

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单位将向嘉欣医疗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2）安徽嘉欣 

安徽嘉欣在报告期内的经营范围为：“二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生

产；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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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为解决嘉欣医疗的同业竞争问题，2016 年 12

月 26日，嘉欣医用将安徽嘉欣 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嘉欣医疗（具体请见本法

律意见书第九章“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嘉欣医疗的关联方”之“4、

嘉欣医疗控制的企业”）。2016 年 12 月 28 日，安徽嘉欣成为嘉欣医疗的全资

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方在报告期内虽存在经营范围与公司近似，存在同

业竞争或同业竞争风险的问题，但均已得到解决，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造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2、为有效避免发生同业竞争，嘉欣医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已作出了以下书面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单位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嘉欣医疗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单位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嘉欣医疗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单位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嘉欣医疗之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单位将立即通知嘉欣医疗，并

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嘉欣医疗。 

（4）本单位承诺将不向其业务与嘉欣医疗之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

业、组织或个人提供技术信息、工艺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5）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单位将向嘉欣医疗赔偿一

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经核查，除上述已披露的同业竞争情况外，嘉欣医疗与上述关联方不存在同

业竞争情形。嘉欣医疗已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关联交易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

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的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41 - 

 

十、嘉欣医疗的主要财产 

（一）房产、土地 

1、土地使用权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

证号 
座落 地号 

面积

（M
2
） 

权利 

性质 

权利

终 

止日

期 

用途 
他项 

权利 

1 嘉欣医疗 
庆国用 2014

第 25061 号 

安长江大桥综

合经济开发区

A-5地块 

34081100300

1GB00142 
38589.4 出让 

2056.

12 
工业 无 

2 安徽嘉欣 
潜国用 2010

第 01021004 

潜山经济开发

区迎宾大道 
—— 

25605.3

9 
出让 

2060.

01.24 
工业 抵押 

2、已取得房产权证书的房产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证号 座落 土地地号 面积（M2） 登记日期 用途 
他项 

权利 

1 嘉欣医疗 
房地权证宜房字

第 50156008号 

宜秀区经十三路安庆

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 1#车间 

 9939.11 
2014.8.1

1 

非住

宅 
无 

2 嘉欣医疗 
房地权证宜房字

第 50173795号 

宜秀区经十三路安庆

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 2#车间 

34081100

3001GB00

142 

7600.00 2015.2.3 
非住

宅 
无 

3 安徽嘉欣 
房地权证潜梅城

字第 28333号 

潜山县梅城镇迎宾大

道 1 幢 
—— 38.19 2011.8.1 

门卫

房 
抵押 

4 安徽嘉欣 
房地权证潜梅城

字第 28334号 

潜山县梅城镇迎宾大

道 2 幢 
—— 1872.58 2011.8.1 

办公

用房 
抵押 

5 安徽嘉欣 
房地权证潜梅城

字第 28332号 

潜山县梅城镇迎宾大

道 3 幢 
—— 3208.00 2011.8.1 

工业

用房 
抵押 

6 安徽嘉欣 
房地权证潜梅城

字第 28335号 

潜山县梅城镇迎宾大

道 4 幢 
—— 126.18 2011.8.1 厂房 抵押 

7 安徽嘉欣 
房地权证潜梅城

字第 28331号 

潜山县梅城镇迎宾大

道 5 幢 
—— 1732.80 2011.8.1 

工业

厂房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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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徽嘉欣 
房地权证潜梅城

字第 28330号 

潜山县梅城镇迎宾大

道 6 幢 
—— 1877.10 2011.8.1 

工业

厂房 
抵押 

9 安徽嘉欣 
房地权证潜梅城

字第 59146号 

潜山经济开发区八一

大道 186 号 7幢 
—— 4878.94 

2014.12.

29 

工业

厂房 
抵押 

  3、未取得房产权证书的房产 

序

号 
房产名称 房屋坐落 

建筑规模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1 
（嘉欣）倒

班楼 

中山大道以北，

经十三路以西 
5065.90 建字 340801201500019 34080414120901S01 

2 
3#、4#、5#

车间 

中山大道以北，

经十三路以西 
14066.30 建字 340801201600073 

3408051609220101-

SX-001 

3 锅炉房 
中山大道以北，

经十三路以西 
70.00 ——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就倒班楼办理了相应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倒班楼工程已基本竣工，公司正

在积极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根据建字 34080120150001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上述倒班楼第二层和第三层规划用途为宿舍。由于目前嘉欣医疗规划中

的办公楼尚未建设，且附近没有可以租赁的办公地点，为方便企业经营管理，暂

时使用第二三层宿舍作为办公用房使用。安庆市城乡规划局大桥分局于 2017 年

8月 12日出具《证明》确认:本着支持安庆市工业企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同意嘉

欣医疗暂时将倒班楼二三层作为办公楼使用。嘉欣医疗应尽快建设完成厂区内办

公楼的建设并将办公场所迁至规划房屋内。 

2015 年，公司与安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和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分别

签订了 2份《安庆市人民政府与企业共建公共租赁住房协议书》，公司与上述政

府部门共同投资建设 87套公租房(在倒班楼内)，其中 39套公租房为嘉欣医疗与

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投资建设，48 套为嘉欣医疗与安庆市房地产

管理局共同投资建设，投资各方约定按投资比例享有共有产权和运营收益。目前

上述 87套公租房已基本竣工，正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锅炉房为公司自行在厂区土地上投资建造，建筑面积为 70平方米，在 2016

年 8 月已投产使用。2016 年 1 月 7 日，安庆市城乡规划局出具《关于嘉欣医疗

用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燃气锅炉房规划建筑方案的复函》，同意锅炉房的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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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督促公司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目前，上述锅炉房因未办理规划、

施工等相关手续至今无法办理房产证，存在被有关主管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拆除

的风险。如锅炉房因产权办理问题被主管部门要求拆除或停用，公司可以使用已

有的管道从安徽省中兴首创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通入蒸汽作为生产使用，因此

该锅炉房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影响不大。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未办理房产证的房产均位于嘉欣医疗已合法取得土地使

用权的土地之上，虽然尚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但该等房产自始至终由公司占有、

使用，亦未被房屋主管部门要求拆除或停用，房屋权属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且报告期内公司也未曾因此受到过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出

具相关承诺尽力促使公司办理倒班房、3#、4#、5#车间和锅炉房的相关证书。公

司已投产使用但未办理房产权证的锅炉房仅占地 70 平方米，占公司建筑总面积

比例较小，即使被主管部门勒令拆除，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影

响。 

2017年 10 月 11日，安庆市城乡规划局大桥分局出具证明：嘉欣医疗自 2015

年 1月 1日以来以来，未因违反国家建筑规划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受到过

行政处罚。所有已建项目均按照规划相关流程进行报建，取得规划许可证。 

2017 年 10 月 12 日，安庆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建设局出具证明：嘉欣

医疗自 2015 年 1 月 1 日以来，公司未因违反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过我局

处罚，公司的建筑未被认定为非法建筑。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将尽力促使公司办理倒

班楼、3#、4#、5#车间和锅炉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若因公司房屋建筑物权属瑕

疵被相关政府强制拆除或其他原因造成公司产生额外支出及损失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将承担所有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部分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的瑕疵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商标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享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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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权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 

权利

人 
被许可人 

注册类

别 
注册号 授权期限 

取得

方式 

1 

 

嘉欣

医用 

嘉欣医疗；

安徽嘉欣 
第 5类 3580560 

2014-1-1至

2018-12-31 

授权

许可 

2 
 

嘉欣

医用 

嘉欣医疗；

安徽嘉欣 
第 3类 12662309 

2014-11-21

至

2018-12-31 

授权

许可 

   备注：上述商标所有权人为嘉欣医用，嘉欣医用已与嘉欣医疗、安徽嘉欣签署《注

册商标授权许可合同》，约定嘉欣医用以授权许可的方式授权嘉欣医疗和安徽嘉欣自 2014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无偿使用 商标。嘉欣医用已与嘉欣医疗、安徽嘉

欣签署《注册商标授权许可合同》，约定嘉欣医用以授权许可的方式授权嘉欣医疗和安徽嘉

欣自 2014年 11月 2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无偿使用 商标。2017年 9月 8日，

嘉欣医用已嘉欣医疗签订商标无偿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 2个商标权转移至嘉欣医疗名下。  

（三）专利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有 13 项实用新型专利，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实用新型名称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

日 

1 
一种新型化妆

棉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 2015 2 

0745464.5 
2015.9.24 

2016.1.2

0 

2 
一种吸液医用

棉签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 2015 2 

0745465.X 
2015.9.24 

2016.1.2

0 

3 

一种纯棉抗菌

色素吸附无纺

布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 2016 2 

0176133.9 
2016.3.9 

2016.7.2

7 

4 
一种抗菌纯棉

无纺布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 2016 2 

0176132.4 
2016.3.9 

2016.7.2

7 

5 
一种网孔无纺

布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6 2 

0176131.X 
2016.3.9 

2016.7.2

7 

6 
一种便于粘贴

的手指创可贴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466.4 
2015.9.24 

2016.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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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种新型医用

棉签盒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484.2 
2015.9.24 

2016.1.2

0 

8 
一种医疗急救

棉球箱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463.0 
2015.9.24 

2016.1.2

0 

9 
一种便于固定

的新型绷带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463.0 
2015.9.24 

2016.1.2

0 

10 
一种医疗急救

箱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468.3 
2015.9.24 

2016.3.3

0 

11 一种医用胶布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155.8 
2015.9.24 

2016.3.3

0 

12 
一种便携式医

用护理棉签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485.7 
2015.9.24 

2016.4.1

3 

13 
一种医用胶布

存放盒 

实用新

型 
嘉欣医疗 

ZL.2015 2 

0745194.8 
2015.9.24 

2016.4.1

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正在申请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实用新型名称 类型 专利权人 申请号 授理日期 

1 
一种多功能棉片分

切机 
实用新型 嘉欣医疗 201720918957.3 2017-7-27 

2 
一种脱脂棉生产加

工用浸泡冲洗装置 
实用新型 嘉欣医疗 201720919173.3 2017-7-27 

3 一种医疗用海绵棒 实用新型 嘉欣医疗 201720919196.3 2017-7-27 

4 
一种医疗用纱布折

叠机的折叠结构 
实用新型 嘉欣医疗 201720919473.0 2017-7-27 

5 
一种医用棉球的灭

菌设备 
实用新型 嘉欣医疗 201720919978.7 2017-7-27 

6 
一种用于棉棒生产

的面条加工设备 
实用新型 嘉欣医疗 201720920128.9 2017-7-27 

7 

一种适用于卫生用

品的新型复合无纺

布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专利 嘉欣医疗 201710659199.2 2017-8-4 

  （四）域名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公司持有的域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域名 域名所有者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1 www.jiaxingroup.com 嘉欣医疗 2014.12.3 2018.12.3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www.jiaxi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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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ww.jiaxinmed.com 安徽嘉欣 2012.12.27 2018.12.27 

 （五）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嘉欣医疗拥有的业务资质、许

可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所获资质 发证机关 颁证日期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消毒产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 

安徽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2015.12.2

3 

皖卫消证字

【2015】第

H0006号 

2019.12.22 

2 第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备案凭证 

安庆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5.7.31 皖庆食药监

械 生 产 备

20150003号 

—— 

3 第一类医疗器械

备案凭证 

安庆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5.6.29 皖 庆 械 备

20150009号 

—— 

4 第一类医疗器械

备案凭证 

安庆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5.6.29 皖 庆 械 备

20150010号 

—— 

5 高新技术企业 安徽省科学技术

厅、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国家税务

局、安徽省地方税

务局 

2016.10.2

1 

GR20163400

0551 

2019.10.20 

6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报关单位注

册登记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庆海关 

2015.10.2

1（注册登

记） 

3408961047

（海关注册

编码） 

每年 6月 30日

前向海关提交

年度报告 

7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机关 

2017.5.4 01903506 —— 

8 EC Certificate 

Produc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UV.SUD Product 

Service GmbH 

2017.3.28 NO.G2S1612

57761012 

2021.1.1 

9 EC Certificate 

Produc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UV.SUD Product 

Service GmbH 

2017.3.28 NO.Q2N1612

57761011 

2018.05.28 

10 Certificate(aut

horise to use 

the STANDARD 100 

by OEKO-TEX 

SWISS TEXTILE 

TESTING INSTITUTE 

2017.11.0

7 

BJ001 

132449 

2018.11.15 

http://www.jiaxin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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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安徽嘉欣拥有的业务资质、许可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所获资质 发证机关 颁证日期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6.12.2

3 

皖食药监械生产

许 20160046号 

2021.12.22 

2 医疗器械生产产

品登记表 

安徽省安庆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12.2

3 

皖食药监械生产

许 20160046号 

2021-12-23 

3 第一类医疗器械

备案凭证 

安庆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7.11.3 皖 庆 械 备

20170022 号 

—— 

4 第一类医疗器械

备案凭证 

安庆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7.11.3 皖 庆 械 备

20170021 号 

—— 

5 医疗器械注册证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7.10.1

6 

皖 械 注 准

20172640155 

2022-10-15 

6 

   

医疗器械注册证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7.10.1

6 

皖 械 注 准

20172640156 

2022-10-15 

 

7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报关单位注

册登记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庆海关 

2012.5.7

（注册登

记） 

3408960578（海

关注册编码） 

每年 6月 30

日前向海关

提交年度报

告 

8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机关 

2016.5.31 02362038 —— 

（六）主要固定资产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嘉欣医疗拥有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截至 2017年 8 月 31日，嘉欣医疗拥有的主要固定

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房屋建筑物 6,318.83 515.67 5,803.16 

机器设备 4,128.08 949.26 3,178.82 

运输设备 72.67 65.31 7.36 

办公设备及其他 147.32 101.45 45.87 

合  计 10,666.90 1,631.69 9,035.21 

经核查，嘉欣医疗的房屋建筑物系由股东出资取得，运输工具、电子设备系

自购取得，目前该等资产均能由嘉欣医疗正常使用。 

（七）资产受限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48 -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本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

情况外，公司其他主要财产不存在被抵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所律师核查了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取得的业务开展所需的各

项资质资料，登陆了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经核查，公司资产权属均属

嘉欣医疗所有，除本法律意见书已披露信息外，财产权属清晰、证件齐备，不存

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纠纷或其他权属不明的情形；公司产品所使用的技术均系

公司员工自主研发产生，相关技术权属为公司所有，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产

生纠纷的情形，也不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不存在资产产权共有以及存在对他方

重大依赖的情形。 

十一、嘉欣医疗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销售合同 

经核查，嘉欣医疗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达到 300万元以上的重大

销售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序

号 
合同主体 合同对象 

报告期已实

现收入 
产品 

履行状态 

1 
嘉欣医疗、

安徽嘉欣 
嘉欣医用 5,709.78 医用卫生材料 

  履行完毕 

2 
嘉欣医疗、

安徽嘉欣 

湖北福好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1,447.68 医用卫生材料 

履行中 

3 嘉欣医疗 
杭州工匠之技贸易有

限公司 
1,378.67 

无纺布卷材、棉柔

巾 

履行中 

4 
 嘉欣医疗、

安徽嘉欣 

中国卫生材料生产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790.25 医用卫生材料 

 履行中 

5 嘉欣医疗 
南通佳爱纺织品有限

公司 
403.61 棉柔巾、无纺布 

履行中 

6 
 嘉欣医疗、

安徽嘉欣 

上海慧瑞商贸有限公

司 
398.29 化妆棉片 

履行中 

7 嘉欣医疗 成都市卫生材料厂 364.33 医用卫生材料 履行中 

8 嘉欣医疗 
北京草木良品卫生用

品有限公司 
346.53 脱脂棉、棉柔巾 

履行中 

9 嘉欣医疗 
苏州宝丽洁日化有限

公司 
333.77 无纺布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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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采购合同 

经核查，嘉欣医疗报告期内采购金额达到 400 万以上的采购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序

号 
合同主体 供应商 

合同金额/报

告期内采购金

额 

合同内容 履行状态 

1 嘉欣医疗 
青岛青锋无纺

科技有限公司 
2,265.00 

抓棉机、棉风机、

开棉机、混棉机、

喂棉箱等 48 个生

产设备 

 履行中 

2 
嘉欣医疗、安

徽嘉欣 

潜山县厚道棉

业有限公司 
2,031.20 精落、短绒 

履行中 

3 
嘉欣医疗、安

徽嘉欣 

安徽华茂纺织

（潜山）有限

公司 

1,566.01 精落 

履行中 

4 
嘉欣医疗、安

徽嘉欣 
嘉欣竹木 1,239.83 竹棒、棉签棒 

履行完毕 

5 
嘉欣医疗、安

徽嘉欣 

安庆市万峰竹

业发展有限公

司 

770.95 竹棒、棉签棒 

履行中 

6 
嘉欣医疗、安

徽嘉欣 

石河子开发区

恒瑞棉业有限

责任公司 

482.00 精落 

履行中 

7 嘉欣医疗 

武汉美太康医

用材料有限公

司 

426.32 纱布 

履行中 

（三）借款、担保、抵押合同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和对外

担保合同情况如下： 

1、借款合同 

序

号 贷款人 
借款

人 

合同 

编号 

金额 

（万

元） 

期限 

 

利率 抵押担保 

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安庆分行 

嘉欣

医疗 

15212

01728

0319 

144 

2017.6.

26-2018

.5.26 

发放当日贷

款人公布的

贷款基础利

率加

130.0BPS年 

1、安庆市青年企业

家协会提供保证金最

高额质押合同

（ZZ15212015000001

29），保证金 16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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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安庆分行 

嘉欣

医疗 

152120

172806

12 

336 

2017.12

.12-201

8.6.12 

发放当日贷

款人公布的

贷款基础利

率加

130.0BPS年 

1、安庆市青年企业家

协会提供保证金最高

额质押合同

（ZZ15212015000001

29），保证金 1600 万

元 

3 

徽商银行

安庆人民

路支行 

安徽

嘉欣 

流借字

201716

900056

号 

1900 

2017.6.

15-2018

.6.15 

起息日基准

利率 

1、抵字第

201716900056A 号《最

高额抵押合同》，安

徽嘉欣以名下全部房

产和土地使用权提供

抵押担保。 

2、抵字第

201716900056B 号《最

高额抵押合同》 

陈东、徐美香和甘家

兴、徐美英各自以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 

4 

安徽龙山

凤水文化

旅游发展

有限责任

公司 

嘉欣

医疗 
—— 9000 

2015.10

.23-起

15年 

年化收益率

1.2%，项目建

设期届满后

（2018年 1

月后），年化

收益率1.34% 

—— 

5 

徽商银行

安庆人民

路支行 

嘉欣

医疗 

201716

900077

号 

300 —— —— 

1、最保字第

20176900051A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宜

康纸塑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 

2、最保字第

20176900051C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安

庆市阿科丝医材进出

口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 

6 

安庆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嘉欣

医疗 

营业行

（部）

固借字

第

195382

122017

0095 

1500 

2017.12

.18-201

8.12.18 

年利率5.22% 

1、营业支行（部）保

字第

1953821220170095 号

《保证合同》，安庆

市鑫桥融资担保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鑫反抵字（2017）

第 4号《反担保抵押

合同》，嘉欣医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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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设备向安庆市鑫

桥融资担保公司提供

抵押担保。 

   2、对外担保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报告期内

对外担保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贷款人 借款人 

金额 

（万元） 
保证期限 

担保人 担保方

式 

履行 

情况 

 

1 

徽商银行安庆

分行营业部 
嘉欣医用 

  200 2015.4.15-

2016.4.15 

 嘉欣医疗  动产抵

押 

履行完

毕 

   备注：经本所律师核查，2015 年 4 月 15 日，嘉欣医用与徽商银行安庆分行营业部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嘉欣医用向徽商银行安庆分行营业部借款 200 万元，由安庆市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嘉欣医用提供担保，嘉欣医疗用其机器设备向安庆市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做动产抵押担保，动产抵押登记编号 055614002015017。2016 年 4月 16 日和

4 月 18日，嘉欣医用将贷款还清。2016年 8月 15日，嘉欣医疗与安庆市融资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办理了动产抵押注销登记，安庆市宜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日核准登记。 

  （四）房屋租赁合同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年租金 

（元）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用途 

履行 

情况 

 1 

嘉欣医疗 

安 庆 市 景

皇 护 理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400,000 4000 

2016.1.1- 

2020.12.31 
工业厂房 

正在履

行中 

2 
嘉欣医疗 嘉欣医用 

6,000 50 2016.1.1- 

2020.6.1 
办公用房 

正在履

行中 

3 
嘉欣医疗 宜康纸塑 

49920 416 2014.6.1-20

19.6.1 
工业厂房 

正在履

行中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已经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均合法、有效，不存

在潜在法律风险。 

（五）根据嘉欣医疗的确认，除《审计报告》及本法律意见书披露信息外，

报告期内，嘉欣医疗没有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

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嘉欣医疗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嘉欣医疗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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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他应收款 

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嘉欣医疗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嘉欣医疗数额较大的前五大单位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 

性质 
年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年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与公司关系 

安庆市宜秀区青年

企业家协会 
保证金 150.00 1至 2年 62.88 非关联方 

安庆市景皇护理用

品有限公司 
房租 30.08 

半年以内、半

年至 1年 
12.61 非关联方 

宜康纸塑 房租 15.81 

半年以内、半

年至 1年、1至

2 年、2至 3年、

3年以上 

6.63 关联方 

潜山县电力实业公

司 
押金 15.00 2年以上 6.29 非关联方 

杨迎东 借款 4.00 2年以上 1.68 非关联方 

合  计 — 214.89 — 90.09   

2、其他应付款 

根据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嘉欣医疗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17年 8月 31日,嘉欣医疗其他应付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  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年末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与公司关系 

台湾卓和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 
往来款 203.08 3年以上 38.34 非关联方 

潜山县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土地出让金 96.00  3年以上 18.12 非关联方 

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费 45.93 1年以内 8.67 非关联方 

安庆双安建筑有限公司 保证金 20.00 1至 2年 3.38 非关联方 

安庆市通达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往来款 9.68 1年以内 1.83 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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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年末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与公司关系 

合  计 — 374.69 — 70.74   

经核查，嘉欣医疗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系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发生，有关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明确，合法有效。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存在资金往来情形，存在不规范之处。公司

股东大会现已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等将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在未来的关联交易中严格履

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等程序。 

十二、嘉欣医疗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

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近两年来，嘉欣医疗及其前身嘉欣有限并无分立、

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二）依据嘉欣医疗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嘉欣医疗近期没有拟进行的资

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的行为，但报告期内发生股权收购行为。2016 年

12月 26日，安徽嘉欣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嘉欣医用将其持有安徽

嘉欣 100.00%的股权转让给嘉欣有限。公司收购安徽嘉欣时，安徽嘉欣为嘉欣有

限全资子公司，汪秀春持有嘉欣医用 42.00%的股权，是嘉欣医用第一大股东，

同时，汪秀春担任嘉欣医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担任安徽嘉欣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能够控制安徽嘉欣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公司对安徽嘉欣的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具体情况参见本法律意见书“第九章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之“（一）

嘉欣医疗的关联方”之“4、嘉欣医疗控制的企业”。 

十三、嘉欣医疗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嘉欣医疗章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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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 月 20日，嘉欣医疗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章程》。该章程共有 13 章 131 条，包含总则，经营宗旨和范围、发起人、公司

设立方式、股份、股东和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监事

会，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制度、通知和公告、合并、分立、增资、减

资、解散和清算、修改章程、附则等内容。《公司章程》已在安庆市工商行政和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登记。 

（二）挂牌适用的《公司章程》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嘉

欣医疗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挂牌用）》，根

据《业务规则》、《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要

求，增加了章程必备条款等相关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内容符合《公司

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

及其他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合法合规。 

十四、嘉欣医疗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治理情况 

嘉欣有限设立时有股东会、董事会，未设监事会，董事会有 3人、监事 1人。

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行使相应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

存在不规范之处，主要体现在没有按照章程规定提前进行会议通知，股东会会议

记录缺失等，但有限公司阶段有关增资、经营范围变更、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均

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得到了执行。 

嘉欣医疗成立后，为积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

公司的规范运作，管理层进一步加强完善公司治理工作。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嘉欣医疗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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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制定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该

等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嘉欣医疗能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各项议事规则分别召开股东大

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疗共计召开股东大会

4次，董事会 4次及监事会 2次，并形成完整的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三会运作

机制逐步规范。 

（二）嘉欣医疗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决策和执行情况 

根据嘉欣医疗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披露情形外，嘉

欣医疗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嘉欣医疗的关联关系及其交易情

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嘉欣医疗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嘉欣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为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在《公司章程》中

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投资进行了相关规定；为了使决策管理落实，更具

有操作性，由董事会制定并经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 

十五、嘉欣医疗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 

嘉欣医疗现任董事会为第一届董事会，现有董事 5名，成员是汪秀春、陈东、

陈迎贵、陈强、甘家兴。董事会成员均由嘉欣医疗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董事长为汪秀春。董事的相关情况如下： 

1. 汪秀春先生，1970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

历；1990 年 7 月至 1999 年 10 月，任安庆市第一棉纺织厂生产科科员、调度主

管；1999年 11月至 2002 年 12月，任安庆钰喜卫生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职

员、采购部经理；2003 年 1 月至今，任嘉欣医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9 年 8

月 2016年 8月，任安徽嘉欣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年 8月至今，任安徽嘉欣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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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兼总经理；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嘉欣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6年 12月至 2017 年 3月，任嘉欣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 3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长；2017年 12月至今，任嘉欣新能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陈东先生，董事，1971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

专学历；1990 年 9 月至 1992 年 12 月，任安庆市印染色织总厂技术员；1993 年

1 月至 1996 年 5 月，任安庆市信达商标织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6 年 6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任安庆钰喜卫生制品有限公司车间主任；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嘉欣医用副总经理；2009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嘉欣医疗副总经

理；2013年 1月至 2017年 3月，任嘉欣有限副总经理；2017年 3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总经理。 

3.甘家兴先生，董事，1963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1979 年 11 月至 2002 年 5 月，历任安庆市第二棉织厂职工、财务科

长、销售科长；2002年 6月至 2005年 1月，任安庆市隆昌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5年 2月至 2012 年 4月，任安庆市兆丰印染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2年 5月

至 2016 年 10 月，任嘉欣医用副总经理；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嘉欣

医疗副总经理；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嘉欣有限副总经理；2017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4. 陈迎贵先生，董事，1973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中学历；1992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 月，任安庆市第二棉织厂职工、职工代表

监事；2004年 2月至 2010 年 12月，任嘉欣医用车间主任；2011年 1月至 2016

年 9 月，任安徽嘉欣生产经理；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嘉欣有限生产

经理；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生产部经理。 

5、陈强先生，董事，1957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

中学历；1977年 1月至 2002年 7月，任安庆市印染色织总厂漂染分厂设备主管；

2002 年 8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安庆钰喜卫生制品有限公司设备部经理；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安庆市兆丰印染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经理；2009 年 5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安徽嘉欣设备部经理；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嘉

欣有限设备部经理；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设备厂长。 

（二）监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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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宏松先生，监事，1965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中学历；1985 年 7 月至 1990 年 12 月，任寿县堰口镇魏岗小学老师；1991 年

1 月至 1996 年 12 月，任堰口镇魏岗村委会会计；1997 年 1 月至 1998 年 7 月，

自由职业；1998年 8月至 2004 年 3月，任安徽省寿县卫生材料总厂厂长；2004

年 4月至 2010年 3月，任钰兴医材六安有限公司厂部厂长；2010年 4月至今，

任安徽嘉欣车间主任；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2. 王敬良先生，监事会主席，1963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中专学历；1981年 9月至 1994 年 4月，历任安庆市第一棉织厂生产科科

员、生产科科长、副厂长；1994年 5月至 2005年 4月，任海南宏业毛纺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05年 5月至 2009 年 4月，任嘉欣医用行政经理；2009年 5月至

2016年 10月，任安徽嘉欣行政经理；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3月，任嘉欣有限

行政经理；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行政经理；2017年 12月至今，

任嘉欣新能源监事。 

3.徐恒先生，职工监事， 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大专学历；1990年 9月至 2003 年 2月，任蚌埠市纺织厂织造分厂厂长；2003

年 3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蚌埠市第二织造厂总经理助理；2005 年 5 月至 2007

年 4月，任蚌埠市创业纺织品有限公司厂长；2007年 5月至 2010 年 8月，自主

创业；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11 月，任蚌埠市创业纺织品有限公司厂长；2013

年 1月至 2017年 3月，任嘉欣有限车间主任；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车间主任。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 4人组成，其中，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 1名，财务总

监 1名，董事会秘书 1名，均由董事会聘任产生，高级管理人员起任日期为 2017

年 3月 31日，任期三年。 

1、陈东先生，总经理，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十五章.嘉欣医疗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之“（一）董事”。 

2、甘家兴先生，副总经理，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十五章.嘉欣医疗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之“（一）董事”。 

3、陈声球先生，财务总监，1968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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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专学历；1989年 7月至 2003年 1月，历任安庆市第一棉纺织厂财务会计、

科长；2003年 2月至 2015年 1月，任浙江金华帅达毛纺织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15年 2月至 2017 年 3月，任嘉欣有限财务经理；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财

务总监。 

4、郝学平先生，董事会秘书，1981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大专学历；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浪潮国强（合肥）软件有

限公司技术员；2003 年 11 月至 2006 年 4 月，任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合

肥分公司实施经理；2006年 5月至 2013 年 1 月，自主经营管理咨询、管理软件

销售及实施服务；2013年 2月至 2017 年 3月，任嘉欣有限总经理助理；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1、陈东先生，详见“董事简历”。 

2、陈强先生，详见“董事简历”。 

3、徐恒先生，详见“监事简历”。 

4、段庆明先生，1963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

学历；1980年 9月至 2004 年 5月，历任安庆市第二棉织厂设备科科员、科长；

2004年 6月至 2006 年 10月，任安庆市隆昌纺织有限公司生产部技术主管；2006

年 11月至 2009年 12月，任嘉欣竹木生产部经理；2010年 1月至 2014年 6月，

任安徽嘉欣车间主任；2014年 7月至 2017 年 3月，任嘉欣有限车间主任；2017

年 3月至今，任公司车间主任。 

根据公司提供的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及其

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或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任职资格方面的瑕疵；最近 24 个月内，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最近 24 个

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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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

兼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主要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

关系 

1 汪秀春 董事长 

纵横咨询 执行合伙人 
兼职单位持有公

司 10.71%的股权 

嘉欣医用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安徽嘉欣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嘉欣新能源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安庆市嘉欣竹木日用

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经理 

同一控制下的关

联公司 

安徽省潜山县万涧毛

竹生产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担任

法定代表人的企

业 

2 王敬良 监事会主席 嘉欣新能源 监事 
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1、报告期初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备注 

1 汪秀春 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 陈东 董事  

3 倪俊龙 董事  

9 甘家兴 监事  

2、2017年 3月，公司股改后至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备注 

1 汪秀春 董事长  

2 陈东 公司董事、总经理  

3 甘家兴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4 陈迎贵 公司董事  

5 陈强 公司董事  

5 陈声球 财务负责人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751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751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6365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9020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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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郝学平 董事会秘书  

7 王敬良 监事会主席  

8 江宏松 监事  

9 徐恒 职工监事  

根据公司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嘉欣医

疗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自嘉欣有限整体变更为嘉欣医疗以来未发生过重

大变更。 

本所律师认为，自报告期期初开始，公司即形成了以总经理汪秀春为核心的

经营管理团队，相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和增加是公司为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要求进行的调整，并不影响公司董事会决策权的稳定，不构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未对公司经营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造成不利

影响。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竞业禁止情况 

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简历及其出具的

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与原任职单位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

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有关上述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与

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六、嘉欣医疗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嘉欣医疗执行的税种及税率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审计报告》，嘉欣医疗主要执行的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应税收入按 17%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

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7%、5%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3%计缴。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61 -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所得税率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25%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2%计缴。 

（二）嘉欣医疗享受的优惠政策、政府补贴 

1、优惠政策 

根据利中天运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嘉欣医

疗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1）2016年10月21日，公司取得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

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GR201634000551，有效期：三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司

系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优惠税率。 

（2）公司具有出口经营权，出口产品增值税实行“免、抵、退”的出口退

税政策，其中出口产品的退税率为0%、9%、13%、15%、16%、17%（按产品类别及

出口货物商品编码不同有所差异）。 

2、政府补贴 

根据《转让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按类别明细列示如下： 

（1）2017年 1-8月： 

单位：万元 

所属公司 项目 金额 来源 

安徽嘉欣 职工培训补贴 12.72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工业奖励款 5.00 潜山县财政局 

嘉欣医疗 污水处理奖 3.89 安庆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安徽嘉欣 外贸补助款 0.25 潜山县财政局 

合计  21.86  

（2）2016年度：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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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公司 项目 金额 来源 

嘉欣医疗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 110.00 安庆市宜秀区财政局 

嘉欣医疗 工业经济发展奖励 22.65 
安庆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

发区财政局 

安徽嘉欣 工业奖励款 20.00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土地使用税奖励 11.52 潜山县经开发管委会 

嘉欣医疗 企业发展政策补助 11.10 安庆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嘉欣医疗 自主创新奖 5.00 安庆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安徽嘉欣 锅炉改造补助款 4.00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困难企业岗位补贴 2.97 潜山县劳动就业管理局 

安徽嘉欣 企业发展资金 2.53 潜山县财政局 

嘉欣医疗 稳岗补贴 2.46 安庆劳动就业管理局 

安徽嘉欣 培训补贴款 1.24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安措费 0.60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党建费 0.20 潜山县经开发管委会 

合计  194.27  

（3）2015年度： 

单位：万元 

所属公司 项目 金额 来源 

嘉欣医疗 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147.48 安庆市宜秀区财政局 

安徽嘉欣 财政贴息 23.50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土地使用税返还款 23.04 潜山县开发区管委会 

安徽嘉欣 管理层奖励 15.00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地产品补贴 5.98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纳税进步奖 3.80 潜山县经信委工业大会 

嘉欣医疗 劳动就业补助 3.71 安庆市劳动就业局 

安徽嘉欣 困难企业岗位补贴 3.36 潜山县劳动就业局 

安徽嘉欣 发展奖励资金 2.20 潜山县经信委工业大会 

安徽嘉欣 安全奖补贴资金 2.00 潜山县财政局 

安徽嘉欣 技能培训费 0.87 潜山县财政局 

合计  230.94  

（三）嘉欣医疗的纳税情况 

根据安庆长江大桥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安庆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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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山县地方税务局开发区税务分局、潜山县国家税务局开发区税务分局出具的书

面证明文件，报告期内，嘉欣医疗均依法纳税，不存在欠缴税款等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七、嘉欣医疗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环境保护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无纺布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

的行业属于“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分类代码：C2770）；根据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医

药制造业”（分类代码：C27）；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

司所处的行业属于“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业”（分类代码：C2770）；根

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医疗保健用品”（分

类代码：15101011）。 

通过查询了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安庆市环境保护局网站，公司能够严格遵守

国家、地方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规章，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发生环保违法行为和

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 

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出具书面承诺，确认如公司存在因环境保护等问题受到相

应行政处罚的，实际控制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环境影响评估手续 

1、嘉欣医疗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 

2013 年 5 月 3 日，公司取得了安庆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安庆市环保局

关于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公司高档医用卫材及医药敷料生产线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审查意见的函》（环建函[2013]103 号），根据该审批意见，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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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项目建设，并于项目完成后，及时申报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使

用。 

（2）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2017 年 2 月 6 日，安庆市宜秀区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安庆市嘉欣医疗

用品科技有限公司高档医用卫材及医药敷料生产线项目中医用脱脂棉、全棉水

刺无纺布及系列制成品生产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函》，认为该项目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18 日、2016 年 1 月 27 日由安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实施

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2016 年 12 月 22 日，由安徽合大环境监测有限公

司对项目中不稳定达标排放的化学需氧量及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经过验收监

测，嘉欣医疗的高档医用卫材及医药敷料生产线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

表、改造方案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2、安徽嘉欣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 

2009年 9 月 15日，安徽嘉欣取得了潜山县环保局出具的《关于安徽嘉欣医

疗用品有限公司医用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潜环管函【2009】31

号），根据该审批意见，同意相关项目建设，并于项目完成后，及时申报验收，

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2）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2013 年 6 月 24 日，潜山县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安徽嘉欣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医用材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认为安徽嘉欣在潜山县经济开

发区的医用材料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经公司说明，公司存在办理环保验收手续的同时先行投入生产的问题，上

述情况存在被相关环保部门处罚的法律风险。公司控股股东汪秀春出具承诺，

如安庆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就上述未取得验收先投入生产的问题处罚公司的，

相应的罚款由汪秀春个人支付，不让公司承担。 

（三）排污措施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说明及根据安庆市宜秀区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安

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高档医用卫材及医药敷料生产线项目中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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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脂棉、全棉水刺无纺布及系列制成品生产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函》（宜

秀环建验[2017]4 号），本项目有废气、废水、固废排放和噪声污染，公司已

采取措施使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监测的要求。 

1、废气 

公司的废气污染源主要为精梳落棉加工产生的棉尘和天然气锅炉烟气，其

中，天然气属清洁燃料，产生的污染物较小，可直接达标排放。棉尘废气采用 4

套 SYZH 系列锥环型除尘机组进行除尘，可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废水 

公司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煮漂废水以及水刺（过滤）废水。生

活污水与水刺废水水质简单，污染物浓度较低，可达到城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与水刺废水直接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煮漂废水采用混凝

+沉淀 +砂滤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使其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 

3、噪声 

公司生产过程中噪声源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空调、除尘风机在工作状态下

产生的机械性噪声和空气动力性噪声，公司采用厂区合理布局，设备合理造型，

标准厂房屏蔽，高噪声设备进行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弃物 

公司产生的一般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精梳落棉杂质、边角料、棉饼、污水处理

站污泥以及职工生活垃圾，公司对其进行外售综合利用，或有环卫收集处理；产

生的危险废物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烧碱、硫酸、双氧水等化学药剂，同时产

生一定数量化学品包装物，公司建设了危废库，用于临时储存废包装桶（罐）、

废包装袋等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的临时贮存、转移、处置均按《危险废物污染防

治技术政策》（环发【2011】199）、《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他有

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其他废包装桶（罐）、废包装袋等危废物交供应商回收。  

5、环境风险治理措施 

根据《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71-2009）中的规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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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池，储备事故状况下的废水，公司已建设一座 70M3污水处理池，并规范落实

防渗措施，同时定期进行人员培训，制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项目环

境风险可控。公司 2016 年委托了安庆市海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庆

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公司生产废水处理工程改造方案》，并自己编制了《污水

站安全应急方案》，在平时生产时落实 2017 年 8 月 1 日，公司与安庆管家环

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由上述环保技术服务公司为公司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帮助公司建立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公司、规

范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2017 年 8 月 8 日，安庆市环境保护局向公司出具《安庆市环保局关于安庆

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报告的复函》，确认：根据《排污许可证

管理暂行规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正在按行

业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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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

项目所属的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目前环保部还未制定出相关的排污许

可技术规范，用于支撑该行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核发与监管，故暂不受理你公

司的排污许可申请。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庆市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企业的排

污许可证因环保部技术规范尚未制定，暂不受理。安庆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目前主要通过不定期抽查的形式对辖区内企业排污情况进行监督。综上，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不违反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7 年 9 月 28 日，安庆市宜秀区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日以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环保设施较齐备且运行正常，主要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未发生环保污染事故，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方面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

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形。 

2017 年 10 月 10 日，安庆市潜山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安徽嘉欣自 2015

年 1月 1日以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环保设施较齐备且运行正常，主要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未发生环保污染事故，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方面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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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书面声明，公司报告期内未受到环保机构的处罚，不存在因违反环

保方面的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同时，经本所律师检索安徽省省环保厅、

安庆市环境保护局、安庆市宜秀区环境保护局等网站信息，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处罚的记录。 

（四）产品质量标准 

公司产品执行的主要质量或工艺标准如下表所示： 

标准名称 标准索引 标准级别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GB/T12828.1-2012 国家标准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15979-2002 国家标准 

《一次性适用医疗用品卫生标准》 GB15980-1995 国家标准 

《纺织品-非织造布试验方法第 1部分》 GB/T24218.1-2009 国家标准 

《纺织品-非织造布试验方法第 3部分》 GB/T24218.3-2010 国家标准 

《棉花细绒棉》 GB1103-2012 国家标准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15979-2002 国家标准 

《包装储运图标志》 GB/T191 国家标准 

《医用脱脂棉》 YY0330-2002 国家标准 

根据公司的说明以及安庆市宜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潜山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未因违反产品质量相关

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五）安全生产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业务不属于根据《安全生产许可

证条例》第二条所列示的类别，无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根据安庆市宜秀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潜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

内，公司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因违反安全生产问题而受到过安全生产监管

部门行政处罚。 

十八、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根据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员工花名册及社保情况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全体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依法在公司所在地办

理了社会保险登记，参加了社会保险。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嘉欣医疗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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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工总数为 402 人，公司为 243 人缴纳了社会保险，未缴纳社保人数为 159

人，其中，有 46 名员工因已购买新农合保险遂申请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保，有

67名员工为个人原因申请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保，有 27名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

公司已经与其签署了劳务合同，有 19 名员工为当月新入职员工。 

根据安庆市宜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内，公

司劳动用工制度和劳动情况均符合国家有关劳动用工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没有因违反劳动法律、规定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过处罚。 

嘉欣医疗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如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

文件规定，或者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公司需要为职工补缴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或对公司处以罚款或者要求公司承担任何费用，本人将无条件全额

承担公司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毋

须公司支付任何对价，保证公司不因此受到任何损失。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

劳动争议，公司在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及社会保险方面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挂

牌的重大风险。 

十九、嘉欣医疗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一）诉讼、仲裁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尚未了结的诉讼及仲裁案件共 1起。具体如下：  

2017年 8 月 25日，嘉欣医疗因买卖合同纠纷向宜秀区人民法院起诉方快锅

炉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1、方快锅炉有限公司采取技术整改措施以降低原

告所购锅炉的单位能耗，或赔偿原告修复费用约 10万元；2、方快锅炉有限公司

赔偿嘉欣医疗能耗损失约 30 万元，并承担嘉欣医疗因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代理

费 1万元。 

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该案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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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 

（二）行政处罚 

2016年8月30日，安庆市国家税务局向嘉欣医疗出具的了安国税稽罚〔2016〕

32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嘉欣医疗的纳税情况存在违法事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64.1 条，处罚 5100 元。公司已于 2016

年 9月 8日向安庆市国家税务局缴纳罚款 5100元。 

针对上述事项，2017年 7 月 31日，安庆市国家税务局出具《证明》，认为

“嘉欣医疗 2014 年存在财务处理不准确等问题，系一般违法。根据安国税稽罚

〔2016〕32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属于重大违

法案件。” 

本所律师登陆了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安庆市国家税务

局、安庆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安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等行政机关的网站，

查阅了公司提供的声明、安庆市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安庆市国家税

务局、安庆市地方税务局、安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质量安全处、安庆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工商、

税务、建设安全生产等合规经营的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或者行政处罚行为。 

（三）根据嘉欣医疗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声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 2017 年 8 月 31日，除已披露信息外，嘉欣医疗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没有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其他事项 

2016年 5 月 10日，安徽龙山凤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

山凤水公司”）与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投资框架意向协议》。

该协议约定：龙山凤水公司以 0.9亿元对嘉欣医疗进行投资，投资期限为自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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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23日起 15年，资金用于公司废弃棉料综合利用项目，双方在国家开发

银行安徽省分行开立资金共管账户，接受国家开银行安徽省分行的监管。投资回

收的计划为 2029年 10月 23日前收回 4500万元，2030年 10月 23日前收回 4500

万元。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嘉欣医疗按照自 2015年 10 月 23日起算，平均年化投

资收益率为 1.2%的比例支付投资收益。项目建设期届满后（2018年 1月后），

甲方每年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取得年化 1.34%的投资收益。2016年 10 月 14日，

公司已向龙山凤水支付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10月年化 1.2%的投资收益 100.2

万元。 

根据上述合同约定，龙山凤水在本投资协议中仅收取固定回报，并不参与经

营，也不承担实际经营风险。同时，框架合同中未约定龙山凤水将成为嘉欣医疗

的股东或入股数额，也未要求嘉欣医疗进行股权登记。经本所律师查询公司的工

商内档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发现龙山凤水曾经成为公司的股东。 

2017年 8 月 31日，安徽龙山凤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安

徽龙山凤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若干事项的情况说明》，认定龙山凤水的本次投资系名为“股权投资”实为资金

拆借性质的“借款”。 

因此，龙山凤水本次收取固定收益的投资应为资金借款，即债权投资而非股

权投资。 

  二十一、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对嘉欣医疗提供的材料及有关事实审查后认为：嘉欣医疗本次

挂牌的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条件，本次挂牌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嘉欣医疗本次挂牌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后即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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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庆市嘉欣医疗用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签

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肆份。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晓健             

 

 

经办律师：孙  峰              

 

 

                                         洪嘉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