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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 

珠海雅莎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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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法律意见书 

 

国信信扬法字[2018]第 0036 号 

 

致：珠海雅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接受珠海雅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珠海

雅莎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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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出具了国信信扬法字［2017］第

0340 号《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雅莎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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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下发的《关于珠海雅莎生

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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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出具《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雅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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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

《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的各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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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是

法律意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正  文 

问题一（《反馈意见》问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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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向公司获取并核查了《审计报告》、相关的资金往来凭证、公司关

于关联交易的相关制度文件、与公司控股股东、第二大股东进行访谈并取得其《承

诺函》。 

二、核查结果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大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在报告期初至

申报审查期间发生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返还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以下关联方拆入资金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元 

期间 关联方 期初金额 拆入金额 偿还金额 期末金额 

2016 年度 钱捷豪 454,783.04   454,783.04 0.00 

2015 年度 钱捷豪 178,075.96 346,707.08 70,000.00 454,783.04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钱捷豪拆入流动资金的情形，未签订相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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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未支付资金占用费。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向上述关联方拆入的资金已全

部偿还。 

（二）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以下关联方拆出资金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元 

期间 关联方 期初金额 拆出金额 收回金额 期末金额 

2016

年度 

伍灿坤 40,000.00 40,000.00 80,000.00 0.00  

余江县银多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92,500.00 92,500.00 0.00  

2015

年度 

钱捷豪 500,000.00   500,000.00 0.00  

张尚欢 378,020.00   378,020.00 0.00  

伍灿坤   40,000.00   40,000.00  

珠海市雅莎投资有

限公司 
159,164.70 78,000.00 237,164.70 0.00  

报告期内，公司曾存在向上述关联方拆出资金的情形，未签订相关协议，未

收取资金占用费。公司向上述关联方拆出资金具体日期和金额如下： 

关联方名称 日期  拆出金额  

珠海市雅莎投资有限公司 2015/5/31     78,000.00  

伍灿坤 2015/8/11     40,000.00  

余江县银多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6/3/18     60,000.00  

2016/3/30     32,500.00  

伍灿坤 2016/6/30     40,000.00  

合计 5 次    250,500.00 

经核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当时公司未制订有

关关联交易决策及管理的内部制度。2016年8月30日，雅莎股份创立大会召开，

制定股份公司章程、审议“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关

联交易的决策权限与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公司管理层在发生关联交易、

资金拆借或发生对外担保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

审议程序，且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依法回避，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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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理的限制，以保证关联交易必要性、公允性，保证涉及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促进公司规范治理。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捷豪、

第二大股东张尚欢已于2017年12月18日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承诺规范并减少

其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避免向雅莎股份拆借、占用雅莎股份资

金或采取由雅莎股份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雅莎股份资金。截至2017年8

月31日，向上述关联方拆出的资金已全部收回，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未再次发生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

的情况，该等资金占用已在本次申报前全额返还且未再发生新的资金占用，不存

在相关关联方违反相应承诺、规范的情况。结合《法律意见书》“三、本次挂牌

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之“（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内容，

公司在资金占用方面的情况符合挂牌条件。 

问题二（《反馈意见》问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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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属子公司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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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查询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

站、以及国家和广东省、珠海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安监、产品质量、税务、工

商、环保等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获得了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公司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信用报告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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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结果 

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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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符合监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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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属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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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问题三（《反馈意见》问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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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并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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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条款进行核对。 

二、核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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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涉事项对应《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2016年8月30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珠海雅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章程已载明上述事项，所涉事

项与《公司章程》相对应的条款具体如下： 

序号 所涉事项 章程条款 是否完备 

1 公司股票的登记存管机构及股东名册的管理 
第 28 条 

第 29 条 
完备 

2 保障股东权益的具体安排 第 33 条 完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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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条 

完备 

4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诚信义务 完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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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条 完备 

6 重大担保事项的范围 第 42 条 完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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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条 完备 

8 公司依法披露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安排 

第 135 条 

完备 

9 信息披露负责机构及负责人 完备 

10 利润分配制度 

第 154 条 

第 155 条 

第 156 条 

第 157 条 

完备 

11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第 165 条 

第 166 条 

第 167 条 

第 168 条 

完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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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条 

第 80 条 

第 121 条 

完备 

13 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完备 

14 累积投票制度（如有） 第 83 条 完备 

15 独立董事制度（如有）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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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经审核认为, 雅莎生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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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款具备可操作性。 

问题四（《反馈意见》问题 6）、2015 年度、2016 年度，子公司珠海市雅

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未正式投产，收入规模较小。……（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核查被收购方报告期是否合法规范经营、是否存在大额负债或潜在纠纷，上述

收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对收购的合理性、价格的公允性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获取了雅莎器械的工商档案资料、收购雅莎器械的相关决策文件、

交易文件、评估报告及相关凭证、通过互联网检索，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以及国家和广东省、珠海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

安监、产品质量、税务、工商、环保等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对该子公司的资信情

况进行了核查。 

二、核查结果 

（一）该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子公司雅莎器械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9 日，由钱捷豪与张尚洁共同

以现金出资成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已实缴，珠海公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了珠海公信验字[2011]272 号《验资报告》。经营范围：一类医

疗器械、化妆品及其他商业的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医疗器械、化

妆品、护肤品的研发；系统集成；企业策划及其他商务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货运代理；网络工程（不含上网服务）；清洁服务；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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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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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德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25日出具的德众评报字[2015]

第 E180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雅莎器械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00.95

万元雅莎器械的经营范围与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叠，为消除同业竞争，整合公司

主营业务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业链，2016 年 3 月 15 日，钱捷豪、张尚洁与公

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钱捷豪、张尚洁分别将其持有雅莎器械 60%、40%

的股权以 60.57 万元、40.3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净

资产金额为-90.31 万元，收购合计价格为 100.95 万元，该收购价格的确定主要考

虑了以下因素：雅莎器械已运营数年，虽未形成留存利润且存在未弥补的亏损，

但其持有复因系列产品研发成果且已积累少量客户资源，此外，其注册资本 100

万元已实缴。因此，双方将转让价格确定为 100.95 万元，且该转让行为已经公

司内部决策同意（详见《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未损害

公司利益，不存在利益输送。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子公司雅莎器械的负债主要为经营过程中产

生的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及其他应付款，其中：其他应付款主要

为应付雅莎股份的往来款。 

（三）对雅莎器械的资信核查 

本所律师通过互联网检索，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

查询网站、以及国家和广东省、珠海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安监、产品质量、税

务、工商、环保等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均未显

示子公司牵涉民事诉讼、劳动仲裁或行政处罚。并且，雅莎器械已取得当地国税、

地税及工商等部门出具的无重大处罚、无重大违法违规证明。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被收购的雅莎器械在报告期内合法规范经营，未牵涉

民事诉讼、劳动仲裁或行政处罚。公司收购雅莎器械有利于消除实际控制人钱捷

豪同业竞争行为，整合公司主营业务资源，扩大公司产品线，提高竞争力，收购

价格未损害公司利益，不存在利益输送。 

问题五（《反馈意见》问题 18）、公司及子公司租赁的位于珠海市南屏镇

广生工业区广生路 45 号四楼、三楼的房屋系南屏镇广生村集体自建房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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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为广生村集体用地，房屋及土地未办理权属证明，已办理报建手续。公司

租赁的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北山工业区南牌坊街 20 号 2 楼部分位置的仓库系

南屏镇北山村集体和自然人徐公敏建设，所在土地为北山村集体用地，房屋及

土地未办理权属证明及报建手续。（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对前述房屋、

土地的使用是否符合法定用途以及承租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发表明确意

见。（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前述租赁行为是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获取了公司承租厂房的租赁合同、相关规划、建设许可证明并核查

了出租方的主体信息，就所承租的仓库，本所律师核查了双方的租赁合同、转租

方员工的访谈记录。 

二、核查结果 

经核查，公司租赁的厂房和仓库两处，详述如下： 

1、位于珠海市南屏镇广生工业区广生路 45 号四楼、三楼的厂房 

该厂房的出租方为珠海经济特区广联工业公司，根据珠海市商事主体登记许

可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查询结果，珠海经济特区广联工业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11 月 15 日，投资人为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村民委员会，企业类型系集体所

有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192637128P。 

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广联工业公司出具的《房屋产权及使用功能证明》，该厂

房建于 1994 年，系珠海市规划局 94 规字 162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下建

筑物，位于南屏镇广生村民委员会［1999］拨（香）字 208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的红线图内。村转居后，该厂房产权属于珠海经济特区广联工业公司所有。 

本所律师认为，该厂房占用的土地为村集体所有土地，广生村民委员会持有

［1999］拨（香）字 208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权在该许可证红线图内



 

 

10 

建设房屋。该厂房系珠海市规划局 94 规字 162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下

建筑物，并非违法建筑物。村转居后，珠海经济特区广联工业公司获得该厂房产

权，虽未办理物业产权登记，但其作为该厂房的权利人有权出租，其与公司、子

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合同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双方已实际履行，

应认为合法、有效。公司、子公司租赁厂房的行为合法，不涉及重大违法违规。 

2、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北山工业区南牌坊街 20 号 2 楼部分位置的仓库 

经核查，公司与珠海市威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航物流”）签订仓库

租赁合同并已实际履行。据威航物流工作人员介绍：该仓库所在的建筑物，系由

珠海市南屏镇北山村村民徐公敏出资，在北山村集体分配给他使用的土地上建设

而成，未办理报建手续，亦未办理权属登记。威航物流自徐公敏处承租该建筑物，

租赁期间自 2013 年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分租 2 楼部份位置给雅莎股份作仓

库使用的行为已取得徐公敏的口头同意。 

本所律师认为，鉴于该仓库所在建筑物位于珠海市南屏镇北山村集体所有

的土地上，北山村集体、徐公敏未能提供土地规划用途、土地分配决议、合法建

设房屋相关的用地规划、建设许可、房屋产权归属证明、竣工验收等法律文件。

根据《合同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

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

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由于徐公敏与威航物流

之间的租赁合同的法律瑕疵导致该合同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威航物流与雅莎

股份之间的次租赁合同亦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另一方面，威航物流与公司自

2013 年签署合同至今，双方均积极履行合同，未发生违约情形，亦未发生影响

雅莎股份正常使用该仓库的事由，未损害公司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雅莎股份租赁仓库的行为存在法律瑕疵，但该等瑕

疵系交易风险，并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据雅莎股份介绍，公司已在珠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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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三灶镇机场西路东侧、定东三路北侧获得一幅面积 15590.97 平方米的国

有建设用地，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预计 2019 年能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投入

使用，届时可以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办公、生产、研发、仓储等日常经营活动需

求。因此公司租赁仓库的法律瑕疵对公司经营和财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六（《反馈意见》问题 19）、公司主要从事医学护肤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公司产品分为三大系列：“雅莎尔”、“ZQ-Ⅱ”及“复因”系列，其中“雅

莎尔”、“ZQ-Ⅱ”属于化妆品类产品，“复因”属于医疗器械类产品。（1）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

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

合规性发表意见。（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经营的各类化妆品、医疗器

械产品是否依法办理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备案或许可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3）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在产业链中所处的环节、相关的行业监管法律法规

的规定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的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公司的采购及

销售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若存在违法行为，请公司补充说明并

披露公司是否采取相应的规范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相应违法行为的法

律风险、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广告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的产品范围核查公司广告的管理发布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公

司宣传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质

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及执行情况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产品是否达

到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

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

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一）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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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经营业务的相关资质文件、查询了与公司经营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核查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化妆品行业实行事前生产许可及产品备案制度。化妆品生产

者应当依法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或者委托具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生产

化妆品；化妆品经营者自行建立查验记录、贮存运输等制度，主管部门对其实施

监督检查。公司经营的化妆品生产环节委托具有生产许可的企业生产，销售环节

无需事前取得特殊资质或行政许可。医疗器械产品实行生产许可制度。第一类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由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第二类、第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对符

合要求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准予注册并核发《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在报告期内，雅莎股份未自行生产化妆品产品，子公司已取得的生产资质情

况如下： 

序

号 
业务资质 发证/备案机关 许可/备案号 生产范围 

权利期限 

（年/月/日） 

1 
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许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食药监械

生产许可

20142503 号 

Ⅱ类 6864 医用卫

生材料及敷料 

2014/01/03 

-2019/01/02 

2 
医疗器械生产

备案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食药监

械生产备

20150001 号 

一类：6846 医用

卫生材料及敷

料，6858 医用冷

疗、低温、冷藏

设备及器具，

6826 物理治疗

及康复设备 

2016/06/20 

-长期 

综上所述，结合工商、税务、安检、质检等主管部门均出具了证明，公司及

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公司已具有化妆品、医疗器械产品生产

经营的全部资质。 

二、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经营的各类化妆品、医疗器械产品是否依

法办理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备案或许可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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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经营所涉的法律、法规，获取、核查了公司相关产品的

许可文件、核查了相关产品的备案情形。 

（二）核查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经营的各类化妆品产品、医疗器械产品已依法办理生

产经营所需要的备案或许可手续。 

1、化妆品产品 

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关于调整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

通告》等规定，化妆品行业实行事前生产许可及产品备案制度。化妆品生产企业

需办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及《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并在产

品上市前对产品信息进行网上备案。委托生产的化妆品产品，委托双方应当分别

向所在行政区域内的省级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报送备案信息。 

2013 年 10 月 11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转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当前化妆品生产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食药监办[2013]207 号），化妆品生

产行政许可与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两项行政许可整合为一项行政许可，已发放的

《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继续有效，且期

满需要换证的，有效期自动顺延，具体截至日期另行通知。 

2015 年 12 月 15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做好化妆品生

产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监〔2015〕265 号），持有的《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化妆品生产企业必须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内取得新版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两家委托加工厂商，分别为珠海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与

珠海惠仁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资质如下： 

序

号 
业务资质 发证/备案机关 许可/备案号 生产范围 

权利期限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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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妆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GD·FDA（2010）

卫妆准字

29-XK-2787 号 

护肤类、洗发护

发、洁肤类化妆品 

2010/3/24 

-2014/3/23 

2 
全国工业品生

产许可证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XK16-108 9435 化妆品 

2012/2/7 

-2017/2/6 

惠仁化妆品未申请办理《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公司自 2016 年 9 月起委托

惠仁经典生产加工产品。 

珠海惠仁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资质如下： 

序

号 
业务资质 发证/备案机关 许可/备案号 生产范围 

权利期限 

（年/月/日） 

1 
化妆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GD·FDA（2014）

卫妆准字

29-XK-3981 号 

洗发护发；护肤类；

洁肤类 

2014/9/29 

-2018/9/28 

2 
化妆品生产许

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妆 20160932 

一般液态单元（护

发清洁类、护肤水

类、啫喱类）；膏

霜乳液单元（护肤

清洁类、护发类） 

2016/10/25 

-2021/10/24 

3 
医疗器械生产

备案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食药监械生

产备 20170015 号 

一类： 6858 医用冷

疗、低温、冷藏设

备及器具 

2017/11/21 

-长期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所销售的产品，加工厂商和公司均已

做相应产品备案，备案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编号 最新备案日期 

1 雅·莎尔优白素精华液 国妆特字 G20170138 2017/04/01 

2 雅·莎尔修复因子精华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130 2016/11/25 

3 雅·莎尔优百素精华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4719 2016/11/30 

4 雅·莎尔玻尿酸原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37 2016/11/25 

5 雅·莎尔皮肤修护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16 2017/03/22 

6 雅·莎尔美肤素精华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294 2016/11/25 

7 雅·莎尔保湿修护精华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18 2016/11/25 

8 雅·莎尔左旋 VC 亮肤保湿精华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4721 2016/11/30 

9 雅·莎尔茶多酚控油收缩水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07 2016/11/25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16581026t7g&nid=2016111516581026t7g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1707071u55n&nid=201611151707071u55n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0931210h1ju&nid=201611150931210h1ju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28155949k2k4n&nid=20161128155949k2k4n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1715370vrdv&nid=201611151715370vrdv


 

 

15 

10 雅·莎尔水动力保湿洁面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05 2016/11/25 

11 雅·莎尔茶多酚控油洁面泡沫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77 2016/11/25 

12 雅·莎尔神经酰胺舒缓保湿喷雾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35 2016/11/25 

13 雅·莎尔保湿嫩颜水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24 2016/11/25 

14 雅·莎尔皮肤提升原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5108345 2015/10/18 

15 雅·莎尔皮肤提升原霜 粤 G 妆网备字 2015108346 2015/10/18 

16 雅·莎尔辅酶 Q10 眼精华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23 2016/11/25 

17 雅·莎尔植物舒缓嫩肤蚕丝面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20 2016/11/25 

18 雅·莎尔水动力保湿修护霜（滋润型）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02 2016/11/25 

19 雅·莎尔水动力保湿修护霜（清爽型）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00 2016/11/25 

20 雅·莎尔玻尿酸精华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298 2016/11/25 

21 雅·莎尔祛痘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295 2016/11/25 

22 雅·莎尔霍霍巴油婴儿润肤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293 2016/11/25 

23 雅·莎尔冰泉隔离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11946 2017/02/17 

24 雅·莎尔优百修护套装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9880 

2016/12/13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9881 

25 
雅·莎尔优百修护套装-修护因子精华

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27860 2017/09/02 

26 
雅.莎尔光电舒缓修护套装-肌肤保护

液Ⅰ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48130 2017/10/25 

27 
雅.莎尔光电舒缓修护套装-舒缓修护

液Ⅱ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41868 2017/10/13 

28 
雅.莎尔水杨酸祛痘控油面膜（水洗

型）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54847 2017/11/05 

29 雅.莎尔霍霍巴油婴儿舒护油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58568 2017/11/10 

30 雅.莎尔婴儿洗发沐浴泡泡露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59676 2017/11/13 

31 雅.莎尔保湿修护旅行套装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24 2016/11/25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16 2016/11/25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05 2016/11/25 

32 ZQ-II 玻尿酸原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68 2016/11/25 

33 ZQ-II 水动力氨基酸洁面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41 2016/11/25 

34 ZQ-II 茶多酚控油洁面泡沫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411 2016/11/25 

35 ZQ-II 神经酰胺舒缓保湿喷雾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66 2016/11/25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171925b5zps&nid=20161115171925b5zps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2105b4j83&nid=20161116102105b4j83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30198ei62&nid=201611161030198ei62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3400n758x&nid=20161116103400n758x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_ba/fw/pz.jsp?processid=20150429151431hoxqx&nid=20150429151431hoxqx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_ba/fw/pz.jsp?processid=20150429091519ctru3&nid=20150429091519ctru3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3626xunhy&nid=20161116103626xunhy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4247hh0q7&nid=20161116104247hh0q7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0100725608fp&nid=20161110100725608fp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093953dkjk0&nid=20161115093953dkjk0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4833xbdac&nid=20161116104833xbdac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5427i8vdp&nid=20161116105427i8vdp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58430bu86&nid=201611161058430bu86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70214110424k5p28&nid=20170214110424k5p28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205153117noofz&nid=20161205153117noofz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205151553ar11i&nid=20161205151553ar11i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_ba/fw/pz.jsp?processid=20170830153618upz2i&nid=20170830153618upz2i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6103400n758x&nid=20161116103400n758x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171925b5zps&nid=20161115171925b5zps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448023j3zv&nid=201611171448023j3zv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451556ys88&nid=201611171451556ys88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50332yskyk&nid=20161117150332yskyk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51515748yk&nid=20161117151515748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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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ZQ-II 焕彩修护眼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51 2016/11/25 

37 ZQ-II 祛痘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47 2016/11/25 

38 ZQ-II 修护因子精华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6565 2016/12/06 

39 ZQ-II 青春紧致提升原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45 2016/11/25 

40 ZQ-II 左旋 VC 精华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6566 2016/12/06 

41 ZQ-II 醒肤保湿修护精华膜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43 2016/11/25 

42 ZQ-II 冰泉隔离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9882 2016/11/25 

43 ZQ-II 霍霍巴油婴儿润肤乳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11342 2016/11/25 

44 ZQ-II 美颜焕肤面膜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22670 2017/03/22 

45 ZQ-II 青春紧致修护套盒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27230 

2016/12/29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27231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27232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27233 

粤 G 妆网备字 2016127234 

46 ZQ-II 靓肤无 瑕修护套盒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42278 

2017/05/02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42258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42261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42260 

47 ZQ-II 光电修护套盒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40760 2017/4/26 

粤 G 妆网备字 2017020577 2017/03/13 

48 ZQ-II 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56625 2017/11/07 

49 ZQ-II 活能肌肤水 粤 G 妆网备字 2017173361 2017/12/05 

2、医疗器械产品 

根据《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实行生产许可制度，医疗器

械产品实行备案、注册制度。开办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应当向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第一类医疗器械

产品实行产品备案管理，由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开办第

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生产许可，对符合要求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准予注册并核发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52326b2oon&nid=20161117152326b2oon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54124ertf2&nid=20161117154124ertf2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09150435p6tks&nid=20161109150435p6tks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55718fr0gw&nid=20161117155718fr0gw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5095119wp2co&nid=20161115095119wp2co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6022927nc2&nid=2016111716022927nc2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60547p7dqg&nid=20161117160547p7dqg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117161055451q8&nid=20161117161055451q8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222144343trj6q&nid=20161222144343trj6q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223140917qs7i9&nid=20161223140917qs7i9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223143219p8ha5&nid=20161223143219p8ha5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2231516536uxa6&nid=201612231516536uxa6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612231536571s927&nid=201612231536571s927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70420134653i22wo&nid=20170420134653i22wo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70420135857b4q6g&nid=20170420135857b4q6g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70420135253av6bt&nid=20170420135253av6bt
http://125.35.6.80:8080/ftba/itownet/hzpba.do?method=goDzpz&processid=20170323155745wwsny&nid=20170323155745wws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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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

批准。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实行产品注册管理，应当进行临床试验，对

符合要求的医疗器械产品，准予注册并核发《医疗器械注册证》。 

子公司持有的生产资质情况如下： 

序

号 
业务资质 发证/备案机关 许可/备案号 生产范围 

权利期限 

（年/月/日） 

1 
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许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食药监械

生产许可

20142503 号 

Ⅱ类 6864 医用卫

生材料及敷料 

2014/01/03 

-2019/01/02 

2 
医疗器械生产

备案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食药监

械生产备

20150001 号 

一类：6846 医用

卫生材料及敷

料，6858 医用冷

疗、低温、冷藏

设备及器具，

6826 物理治疗

及康复设备 

2016/06/20 

-长期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子公所销售的产品均已进行备案、批准，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业务资质 登记机关 最新备案/批准文号 

备案/批准日期 

（年/月/日） 

1 
医用射线防

护喷剂 

第二类医疗

器械产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械注准 20162311086 2016/08/26 

2 
冷敷修复敷

料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1640009 号 
2014/05/28 

3 冷敷修复贴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1640010 号 
2014/05/28 

4 医用冷敷贴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60043 号 2017/06/29 

5 医用冰袋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50035 号 2017/06/29 

6 光子冷凝胶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60042 号 2017/06/29 

7 
冷敷护理套

组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70117 号 2017/10/23 

8 
医用冷敷敷

料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70118 号 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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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伤口护理软

膏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70119 号 2017/10/27 

10 
液体伤口敷

料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70120 号 2017/10/27 

11 
液体护理敷

料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70121 号 2017/10/27 

12 
医用冷敷护

理贴 

第一类医疗

器械产品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70123 号 2017/10/27 

13 细胞培养基 
第一类体外

诊断试剂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械备 20170122 号 2017/10/27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的各类化妆品产品、医疗器械产品已依法办

理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备案或许可手续。 

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在产业链中所处的环节、相关的行业监管

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的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公司

的采购及销售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若存在违法行为，请公司补

充说明并披露公司是否采取相应的规范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相应违法

行为的法律风险、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

牌条件。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核查并实地参观惠仁化妆品、惠仁经典、前五名的其他供应商和主

要客户，访谈该等企业的管理人员并取得上述企业的业务资质、许可证等法律文

件。 

（二）核查结果 

1、公司的采购行为主要为委托生产成品和采购包装材料。 

（1）公司委托生产产品合法合规。公司在报告期内委托惠仁化妆品、惠仁

经典生产产品，惠仁化妆品和惠仁经典均具备法定的化妆品产品和医疗器械产品

生产资质，详细内容请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问题六的第二部分。 

（2）公司采购包装材料合法合规。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印刷业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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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行印刷经营许可制度。从事印刷经营活动需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公

司现有包装材料供应商均已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 

2、公司销售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条例》及相关监管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对化妆品

经营者实施事中监督检查、事后行政处罚的管理制度，经销商向公司采购化妆品

产品并再次销售的行为无需事前取得特定资质或行政许可。 

根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经营实施分类管理。经营第一类

医疗器械不需许可和备案，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实行备案管理。报告期内，子公

司雅莎器械的主要产品为一类医疗器械，经销商无需取得特定经营资质或行政许

可。 

自 2016 年 12 月起，雅莎器械销售一种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名称为“医

用射线防护喷剂”，批准文号：粤械注准 20162311086。经营该产品的经销商均

已依法在其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具体备案情况如下： 

序号 经销商名称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经营备案凭证编号 
许可期限/备案日期 

1 威海道可特贸易有限公司 
鲁威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50159 号 
2015/07/09 

2 石家庄羽高贸易有限公司 
冀石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70240 号 
2017/09/01 

3 陕西千柏丽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70625 号 
2017/05/05 

4 陕西宇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陕 A012055 
2014/03/31- 

2019/03/30 

5 昆明朗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滇昆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40029 号 

2017/07/24- 

2022/06/21 

6 南宁英美商贸有限公司 
桂南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51354 号 
2016/11/24 

7 武汉正鑫亿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鄂汉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60548 号 
2016/05/13 

8 四川美肤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蓉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64333 号 
2016/11/24 

9 安徽润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皖合食药监监械经营备

20171235 号 
2017/09/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8%90%A5%E8%AE%B8%E5%8F%AF%E5%88%B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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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委托生产产品的企业持有化妆品生产

许可、医疗器械生产许可，采购包装材料的供应商持有印刷经营许可，公司的采

购活动合法合规；在报告期内，经营公司化妆品产品和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的客

户无需特定的经营资质或行政许可，经营公司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客户已履行

相应的销售备案手续，公司的销售活动合法合规。 

四、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广告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的产品范围核查公司广告的管理发布活动是否合法合

规、公司宣传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获取了公司参加展会、产品宣传会、学术研讨会的宣传图片、产品

手册以及会议、学术刊物等文件，并据此核查了公司产品的许可、备案情况，同

时取得了公司的确认。 

（二）核查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对

于产品的宣传描述与产品的许可、备案情况一致，暂未发现公司存在违反《广告

法》而被投诉或涉诉的情形，且工商部门亦向公司出具无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

公司在报告期内并没有违反《广告法》的行为。同时，鉴于《广告法》对相关广

告宣传行为的定义存在扩大解释的可能，公司将会严格按照《广告法》的规定，

详细征询律师及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对公司既有的宣传进行调整，同时严格规

范未来的广告宣传。 

报告期内，公司曾有两种医疗器械产品在皮肤科刊物中进行了少量广告宣

传，已依照《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取得广告批准文号，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商品名称 发证机关 广告批准文号 

医疗器械注

册证号 

权利期限 

（年/月/

日） 

1 光子冷凝胶 光子冷凝胶 

广东省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粤医械广审

（文）第

2017020091 号 

粤珠械备

20160042 号 

2017/02/23-

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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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用射线防

护喷剂 

SOD 抗自由

基喷剂 

广东省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粤医械广审

（文）第

2017020092 号 

粤械注准

20162311086 

2016/10/25 

-2021/10/2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宣传活动、广告发布活动合法合规。 

五、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及执行情况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产品是否达到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经查阅公司产品管理制度，了解公司产品管理流程，检查产品包装

情况，查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 

（二）核查结果 

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的产品均已依法完成产品注册备案手续。在报告期内，

雅莎股份未自行生产，委托惠仁化妆品、惠仁经典加工产品。委托加工厂商在产

品加工完成后需要经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合格方可将产品交付给公司。公司建立

了微生物实验室，负责对产品进行抽检，保证产品销售时质量标准符合法定要求。

子公司雅莎器械自行生产医疗器械产品，依法办理医疗器械产品的备案、注册手

续。为开拓国际市场，子公司已取得了 UL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FDA 注册证书。珠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珠海市香洲

区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珠海市香洲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合法证明，确

认在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产品质量法律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及执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产品达到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 

问题七（《反馈意见》问题 21）、雅莎尔系列产品所使用的注册商标为有

限公司受让取得。……（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与惠仁化妆品就雅莎尔

系列产品所使用的注册商标转让的真实性、手续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权属

争议或纠纷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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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经查阅公司注册商标权属证书及转让合同、检索中国商标网信息，

并就商标转让事项访谈惠仁化妆品。 

（二）核查结果 

核查雅莎尔系列产品所使用的注册商标转让情况如下： 

2009 年 3 月 2 日，惠仁化妆品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由汉字“雅.莎尔”及字

母“Yashaer”构成的商标（以下简称“雅.莎尔”商标）。2010 年 12 月 7 日，国家商

标局核准了“雅.莎尔”商标的注册申请，核发 7225851 号商标证书，权利人为惠

仁化妆品。2009 年 3 月 14 日，雅莎有限与惠仁化妆品签订了《注册商标转让合

同》，约定惠仁化妆品将“雅.莎尔”商标无偿转让给雅莎有限，转让合同生效后，

惠仁化妆品不再对该商标享有权益，该商标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雅莎有限享有和

承担。2015 年 2 月 6 日，商标局核准了“雅莎尔”注册商标的转让，权利人变更

为雅莎有限。至此，公司成为该注册商标的法定权利人，依法享有注册商标权。 

据惠仁化妆品出具的声明，《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签订时，“雅.莎尔”商标

刚提交注册申请，尚未获得授权，惠仁化妆品自愿无偿转让给雅莎有限。在转让

合同签署后至 2015 年国家商标局核准变更权利人，一直由雅莎有限实际使用，

该商标之上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雅莎有限享有和承担，惠仁化妆品对此无异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惠仁化妆品就雅莎尔系列产品所使用的注册商

标的转让真实，已依法办理转让登记，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 

问题八（《反馈意见》问题 22）、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两家委托加工厂商，

分别为珠海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与珠海惠仁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委托加工厂商是否具体法定的生产经营资质、公司

是否与委托加工厂商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委托加工厂商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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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查阅了惠仁化妆品、惠仁经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相关生产经营

资质文件，查阅雅莎股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访

谈。 

（二）核查结果 

1、委托加工商的资质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两家委托加工厂商，分别为珠海惠仁化妆品有

限公司与珠海惠仁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均具有法定的生产经营资质。 

珠海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资质如下： 

序

号 
业务资质 发证/备案机关 许可/备案号 生产范围 

权利期限 

（年/月/日） 

1 
化妆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GD·FDA（2010）

卫妆准字

29-XK-2787 号 

护肤类、洗发护发、

洁肤类化妆品 

2010/3/24 

-2014/3/23 

2 
全国工业品生

产许可证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XK16-108 9435 化妆品 

2012/2/7 

-2017/2/6 

2013 年 10 月 11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转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当前化妆品生产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食药监办[2013]207 号），化妆品生

产行政许可与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两项行政许可整合为一项行政许可，已发放的

《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继续有效，且期

满需要换证的，有效期自动顺延，具体截至日期另行通知。 

2016 年，惠仁化妆品未按照《关于做好化妆品生产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食

药监药化监〔2015〕265 号）的要求申请办理《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公司自 2016

年 9 月起委托惠仁经典生产加工产品。 

珠海惠仁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资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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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业务资质 发证/备案机关 许可/备案号 生产范围 

权利期限 

（年/月/日） 

1 
化妆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GD·FDA（2014）

卫妆准字

29-XK-3981 号 

洗发护发；护肤

类；洁肤类 

2014/9/29 

-2018/9/28 

2 
化妆品生产许

可证 

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妆 20160932 

一般液态单元（护

发清洁类、护肤水

类、啫喱类）；膏

霜乳液单元（护肤

清洁类、护发类） 

2016/10/25 

-2021/10/24 

3 
医疗器械生产

备案 

珠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粤珠食药监械生

产备 20170015 号 

一类： 6858 医用

冷疗、低温、冷藏

设备及器具 

2017/11/21 

-长期 

综上，公司委托加工厂商是否具体法定的生产经营资质。 

2、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阅雅莎股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并经相关人员的确认，惠

仁化妆品、惠仁经典的股东及主要负责人赵惠众与雅莎股份及其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是否存在重大依赖 

雅莎股份未自行生产化妆品产品，公司化妆品类产品均委托惠仁化妆品与惠

仁经典进行加工，根据《审计报告》，在报告期内，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8 月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占采购总额比例分别为 76.38%、77.28%、

80.40%。其中，公司向珠海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珠海惠仁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合计采购额占采购总额比例分别为 45.22%、46.27%、42.96%，因此公司在目

前的经营模式下对委托加工厂商存在一定的依赖。根据公司的陈述，为减少上述

依赖，增加公司自身竞争力，公司目前已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于 2016 年 3 月收购雅莎器械为全资子公司，由子公司进行复因系

列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最近一期公司自行生产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

收入的比重已达到 33.72%； 

（2）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购入珠海市金湾区一处工业用地，拟计划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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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公司一期厂房的建设，完成自身生产能力的建设。 

 

问题九（《反馈意见》问题 23）、根据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修订版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保部门已不再进行事前的环评验收，改为

企业自主验收。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子公司雅莎器械对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的

自主验收情况、子公司雅莎器械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

子公司雅莎器械的环评验收、排污许可办理、排污设施配置是否合法合规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获取了公司环保相关的文件、报告，并于环保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了访谈。 

二、核查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7 年 6 月，雅莎器械委托具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资质的江门市泰邦环保有限公司出具《珠海市雅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 

2017 年 8 月 3 日，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珠海技术评估中心出具珠

香环技［2017］105 号技术审查意见，同意《报告表》专家评审意见及复核意见； 

2017 年 8 月 25 日，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珠香环建表［2017］49

号《关于珠海市雅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同意

《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雅莎器械建设项目选址于南屏镇广生工业区广生路

45 号四楼，年产医疗器械液体敷料 16 吨。 

2017 年 10 月 19 日，券商及律师前往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访谈该局相

关工作人员，询问雅莎器械的环保工作合法合规情况。据该局工作人员介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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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洲区环保局出的环评批复文件，雅莎器械不属于重工业器械型生产企业，生

产环节较为简单，排放物主要是制备废水和生活污水、废包装材料等，交由具有

相应废品经营许可证的专业单位处理即可。根据现行的各级环保法规，建设项目

应在完工后 9 个月内进行环保验收，在此期间，企业在确保建设项目已达到环境

影响报告和环保批复要求的前提下，可以进行生产。环保部门取消事前验收后，

仍会履行事后监督职责，不定期对自主验收项目进行抽样走访、全面核查，未按

规定时间进行环保验收或未按环境影响报告及环保批复开展污染防治的企业，将

按有关规定处罚。 

根据《报告表》、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并经核查，雅莎器械排污

措施如下： 

废水：主要来源为生活污水、纯水制备废水，统一用储罐收集存放后，由吸

粪车定期外运处理。2017 年 6 月 20 日，雅莎器械与珠海市华居清洁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华居清洁服务公司长期派遣吸粪车前来吸粪。 

大气污染物（粉尘、异味）：加强车间空气流通。2018 年 1 月 31 日，雅莎

器械取得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签发的编号为 4404022018000004 的《广东省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许可排污种类为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为臭气浓度（无

量纲）（无组织废气）：20。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理。废包装材料交由回收公司回收处

理。设备冲洗水和实施室废水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处置，不外排。废原

料桶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理处置。 

噪声：采取隔声、消声措施；合理布局、树木吸声等措施防治噪声污染，确

保项目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 

主要生态影响：按上述措施对各种污染物进行有效的治理，并搞好项目周围

环境的绿化、美化，可降低其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项目建成后对附近的生态

要素空气、水体、土壤和植被等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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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莎器械已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获得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颁发的

4404022018000004 号《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雅莎器械主要从事“复因”系列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及

销售，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其环评验收、排污许可办理、排污设施配置合法合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雅莎器械未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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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雅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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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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