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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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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法字（2018）第 020 号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贵公司的委托，作为本

次公司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以及本所与公司签订的《律师聘请协议》，出具了《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湖南

海源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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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执业规范、职业道德准

则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文件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就《第

一次反馈意见》中需由律师核查、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湖南通程律师

事务所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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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法律意

见书》的其他内容继续有效。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释义等有关

内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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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第一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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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借款、费用管理制度》等

各项公司内部规章制度； 

（2）与公司股东、高管进行访谈； 

（3）查阅公司往来明细账、银行凭证、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

的承诺函； 

（4）查阅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2、核查事实概述 

经核查，申报期各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 月 31日 

其他应收款 李茂元 46,000.00 - 

其他应收款 史丙华 7,000.11 0.11 

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在公司股东及董事向公司借支备用金的情形，但均为

公司股东及董事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而借支的款项，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报销了已支出的备用金及收回了未使用的备用金。 

3、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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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不存在公司资金被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

用的情况，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二、《第一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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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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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鉴于中国目前尚无公开统一信用查询系统，各种信用惩戒尚无公开统一的查

询系统，本所律师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查询上述各方的信用惩戒情况： 

（1）查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问卷》，查阅公司法

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

诺，个人征信报告； 

（2）查阅公司、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 

（3）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公 布 与 查 询 网 站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

平 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 信  用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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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 

2、核查事实概述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问卷》，以及申请挂牌公

司、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公司、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

院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公 布 与 查 询 网 站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

平 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 信  用  中  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等网站，报告期内，申请挂牌公司、子公司

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失信查询情况如下： 

（1）申请挂牌公司、子公司失信查询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与公司关系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1430100673575124G 公司 否 

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91430100MA4L3CYJ4N 全资子公司 否 

（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失信查询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公司关系/任职情况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史丙华 43282219760708****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否 

罗倩 43010219740710**** 董事、董事会秘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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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元 43062119810127**** 董事 否 

刘跃曾 42010619700404**** 董事 否 

曹令响 43042119620713**** 董事 否 

蒋松波 43250319830316**** 监事会主席 否 

袁芳 43012219850105**** 职工监事 否 

江聪 43012419880114**** 监事 否 

郭子术 43010319780306**** 财务负责人 否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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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属子公司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不

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符合监管要求，本所律师已按要求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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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问卷》； 

（2）查询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http://zjj.changsha.gov.cn/）、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湖南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http://www.hn-fda.gov.cn/ztzl/xzcf/）、长沙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http://syjj.changsha.gov.cn/hob/）、长沙市国家税务局

（ http://www.csgtax.gov.cn/csgtax/index.jsp ）、 长 沙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http://www.cstax.gov.cn/hncs/index.html）等网站； 

（3）取得公司、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 

（4）《法律意见书》中已阐述的各主管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5）查阅相关主管公安机关就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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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事实概述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问卷》，以及申请挂牌公

司、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途径查询食品药品、产品质量、

税收等相关网站，以及申请挂牌公司及子公司取得的工商、税务、环保、食药监

局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申请挂牌公司、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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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核查结论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申请挂牌公司及其子公司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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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情形，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第一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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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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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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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章程》； 

（2）查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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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2、核查事实概述 

本所律师通过查阅《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对公司章程的规定，逐条比对公司章

程是否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核查，《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共计十四章二百二十七条，该章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涵盖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

款》所列的 14项要求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对公司章程的规定，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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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回避制度、累积投票制度等具体要求。 

同时，《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设置了公司的经营宗旨和范

围、股东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以及

合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等章节和条款，从公司的基本情况到三会

运行机制以及信息披露，纠纷处理等都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符合《公司法》

的具体要求。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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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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一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6 

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从业限制问题。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行为及纠纷、是否存在

其他侵犯原单位知识产权的行为或相关纠纷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竞业禁止协议》； 

（2）查阅公司工资表、社保缴费明细； 

（3）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Index）、全国法

院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公 布 与 查 询 网 站

（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网站； 

（4）访谈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取得核心技术人员书面承诺。 

2、核查事实概述 

根据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访谈记录，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与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竞业禁止协议》，查阅公司工资表、社保缴费明细，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 3名，分别为王延英、钟振平、陈玲强，三人均与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均在公司领取薪酬，缴纳社会保险，不存在在外兼职的情形。 

经核查，核心技术人员中的研发人员陈玲强已与公司签订《竞业禁止协议》，

钟振平作为公司生产总监，王延英作为公司质检主管，未与公司签订《竞业禁止

协议》。 

同 时 ， 经 本 所 律 师 查 询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Index）、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查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网站，未发现公司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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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因违反竞业禁止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行为或侵犯知识产权纠纷而存

在涉诉记录或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访谈记录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书面

承诺，核心技术人员承诺与原任职单位不存在竞业限制的约定，在湖南海源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未因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而与原任职单位发生

过纠纷或存在潜在纠纷，也不存在侵犯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侵权纠

纷或潜在纠纷。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规定或与原

单位约定的行为及纠纷、不存在其他侵犯原单位知识产权的行为或相关纠纷。 

五、《第一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8 

关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业务活动的合规性。（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核查公司是否具备与业务相匹配的全部资质、公司产品是否全部依法办理相应

的备案审批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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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的质量

管理体系及实施情况、是否依法建立并执行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否覆盖质量管理的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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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广告法》、《医

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

公司医疗器械广告的管理、发布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是否具备与业务相匹配的全部资质、公司

产品是否全部依法办理相应的备案审批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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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及子公司《营业执照》、业务资质和许可文件； 

（2）取得食药监局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违规的证明； 

（3）查阅公司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4）查阅公司提供的发货记录台账及产品清单，子公司销售记录台账及普

升医药物流管理软件，抽查公司及子公司供应商资质及产品医疗器械合格证明文

件； 

（5）实地盘点公司及子公司库存产品； 

（6）查阅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2、核查事实概述 

经查阅公司及子公司的《营业执照》、业务资质和许可文件、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类仪器和

配套试剂、床旁检测 POCT 产品及配套试条、测试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

期内公司取得的资质的情况如下： 

（1）《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序号 许可证编号 生产范围 有效期限 发证单位 发证日期 

1 
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82号 

Ⅱ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Ⅱ类：6840体外诊

断试剂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5.12.8 

2 
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82号 

Ⅱ类：6840--体外诊断试

剂，6840-1-血液分析系

统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5.23 

3 
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82号 

Ⅱ类：6840--体外诊断试

剂，6840-1-血液分析系

统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7.8.9 

4 
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82号 

Ⅱ类：6840-1-血液分析

系统，6840-2-生化分析

系统，6840--体外诊断试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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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5 
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82号 

Ⅱ类：6840-1-血液分析

系统，6840-2-生化分析

系统，6840--体外诊断试

剂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2.23 

6 
湘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82号 

Ⅱ类：6840-1-血液分析

系统，6840-2-生化分析

系统，6840--体外诊断试

剂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4.13 

（2）《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序号 备案号 经营范围 经营方式 备案部门 备案时间 

1 
湘长食药监械经营

备 20160485号 

第Ⅱ医疗器械（含 6840

体外诊断试剂） 
批发 

长沙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7.7 

2 
湘长食药监械经营

备 2017K0007号 

第Ⅱ医疗器械（6840体

外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

运输贮存） 

批发 

长沙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高新

分局 

2017.2.27 

（3）其他资质 

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资质范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1 
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表 
02468252 -- 

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湖

南长沙） 

2017.8.10 -- 

2 

出入境检验检

疫报检企业备

案表 

4307601389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2017.9.1 -- 

3 
中国商品条码

系统成员证书 

物编注字第

549045号 

厂商识别代码：

697017783，已

于 2017年 11

月 9日通过续

展 

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 
2017.11.9 

2年，至

2019.11.9

止 

4 
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 
GR201743000011 -- 

湖南省科学技

术厅、湖南省财

政厅、湖南省国

家税务局、湖南

省地方税务局 

2017.9.5 3年 

除前述资质文件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取得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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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体外诊断试剂医疗器械注册证，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中列明。 

子公司取得的资质的情况如下： 

（1）《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序

号 
许可证编号 经营范围、方式 有效期限 发证单位 发证时间 

1 

湘长食药监械经

营许 20160237

号 

经营范围：Ⅲ类医疗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

械,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

器设备（不含植入式心脏起搏器），6823医

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

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

疗及康复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射线设备，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含体外诊断试剂（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

输贮存）】,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70 软件；经营方式：批发 

至

2021.11.30

止 

长沙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6.12.1 

2 

湘长食药监械经

营许 20160237

号（更） 

经营范围：Ⅲ类医疗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

械,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

器设备（不含植入式心脏起搏器），6823医

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

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

疗及康复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射线设备，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含体外诊断试剂（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

输贮存）】,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70 软件；经营方式：批发 

至

2021.11.30

止 

长沙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8.3.2 

（2）《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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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备案号 经营范围 经营方式 备案部门 备案时间 

1 
湘长食药监械经营

备 20160347号 

第Ⅱ医疗器械（含 6840

体外诊断试剂） 
批发 

长沙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5.5 

2 
湘长食药监械经营

备 20160347号 

第Ⅱ医疗器械（含 6840

体外诊断试剂需低温冷

藏运输贮存） 

批发 
长沙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3.9 

经实地盘点公司库存产品，并经本所律师查阅产品清单，并与公司提供的发

货记录台账进行比对，公司销售的产品分为两类，一类为公司自产产品，一类为

公司外购产品；经抽查公司供应商资质及产品医疗器械合格证明文件，公司销售

的自产产品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公司外购产品的供应商均取得了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资质，外购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的合格证明文件。 

经实地盘点子公司库存产品，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子公司销售记录台账、及普

升医药物流管理软件，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均为外购产品；经抽查子公司供应商资

质及产品医疗器械合格证明文件，子公司外购产品的供应商均取得了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资质，外购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的合格证明文件。 

3、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类仪器和配套试剂、床旁检测 POCT 产

品及配套试条、测试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及子公司已取得与业务相匹配

的全部资质，公司及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已依法办理相应的备案或审批手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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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质量管理体系； 

（2）查阅公司提供的采购台账、发货记录台账及子公司提供的进货台账、

销售记录台账，核查子公司普升医药物流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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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公司《合格供方名单》和《客户资质档案表》； 

（4）抽查公司及子公司供应商和客户资质文件。 

2、核查事实概述 

经查阅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公司已制定《采购控制程序》以及《供应商审核

管理制度》，并依据前述制度规定对供应商资质进行审核，形成《合格供方名单》；

在采购前，公司根据生产计划以及原材料、产品库存情况从《合格供方名单》中

选取合格供应商向上游采购原材料或产品。 

经查阅公司提供的采购台账及子公司提供的进货台账，核对公司的《合格供

方名单》，核查子公司普升医药物流管理软件，并抽查公司及子公司供应商资质

文件，公司及子公司的供应商具备从事相应业务的合法资质。 

公司主要通过经销模式实现产品销售，经查阅公司提供的发货记录台账及子

公司提供的销售记录台账，核对公司《客户资质档案表》，核查子公司普升医药

物流管理软件，并抽查公司及子公司客户资质文件，公司及子公司的客户具备从

事相应业务的合法资质。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取得的食药监局出具的合法合规的证明，公司及子公司近

两年来遵守有关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在采购、销售前已对供应商、客户资

质进行审核，公司及子公司供应商和客户具备从事相应业务的资质，报告期内，

公司及子公司依法遵守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重大违

法违规，公司及子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3）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及实施情况、是否依法建

立并执行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的经

营管理制度是否覆盖质量管理的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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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并发表明确意

见。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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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公司及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 

（2）查阅公司提供的采购台账、发货记录台账及子公司提供的进货台账、

销售记录台账，核查子公司普升医药物流管理软件； 

（3）查阅公司《合格供方名单》和《客户资质档案表》； 

（4）抽查公司及子公司供应商和客户资质文件； 

（5）访谈公司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2、核查事实概述 

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及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公司及子公司已制定全面的质

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收货、验收管理制度》、《首营企业和首

营品种质量审核制度》、《销售和售后服务管理制度》、《不合格医疗器械管理制

度》、《医疗器械退、换货管理制度》、《医疗器械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医疗器械

销售记录制度》等制度，覆盖了从医疗器械采购、入库、生产、销售、退、换货、

召回、售后维护等环节。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采购台账、发货记录台账，查阅公司《合格供方名单》和

《客户资质档案表》，并经本所律师抽查部分供应商、客户资质文件，公司已按

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执行了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公司进货查验

记录及销售记录符合可追溯要求。 

经核查子公司提供的进货台账、销售记录台账，核查子公司普升医药物流管

理软件，并经本所律师抽查部分供应商、客户资质文件，报告期内，虽然子公司

部分月度采购记录台账缺失，原始采购单据均零散保存在财务凭证中，追溯核查

难度虽然增大，但仍可通过财务凭证进行追溯核查；子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启

用普升医药物流管理软件，利用该软件如实记录子公司采购、销售情况，符合质

量管理体系关于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的要求，子公司进货查验记录及销

售记录符合可追溯要求。 

根据与公司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访谈记录，公司已建立了全面的质量

管理体系，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覆盖质量管理的全过程，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

能严格执行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等质量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及子

公司不存在重大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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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取得的食药监局出具的合法合规的证明，公司及子公司近

两年来遵守有关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有关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已制定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公

司及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覆盖质量管理的全过程，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能严

格执行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等质量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

不存在重大质量问题。 

（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广告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医疗

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公司医疗器械广告的管理、发

布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广告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

标准》等法律法规； 

（2）查阅公司提供的《医疗器械广告审查表》； 

（3）访谈公司控股股东。 

2、核查事实概述 

根据《广告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的规定，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发布的广告含有医疗器械名称、产品适用范围、性

能结构及组成、作用机理等内容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取得医疗器械广告批

准文号。 

经查阅公司提供的《医疗器械广告审查表》，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发布

广告及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人 
广告

类别 
产品名称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审查机关 

1 海源医疗 文 
血糖仪（注册证号：湘械

注准 20172400180） 

湘医械广审（文）第

2018040055 号 
2019.4.24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 海源医疗 文 
血糖血脂分析仪（注册证

号：湘械注准

湘医械广审（文）第

2018040056号 
2019.4.24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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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400181） 

3 海源医疗 文 

特异性生长因子检测试

剂盒（比色法）（注册证

号：湘械注准

20142400060） 

湘医械广审（文）第

2018040058号 
2019.4.24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4 海源医疗 文 

血糖尿酸胆固醇三合一

分析仪（注册证号：湘械

注准 20152400172） 

湘医械广审（文）第

2018040057号 
2019.4.24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5 海源医疗 文 

特异性生长因子检测试

剂盒（比色法）（注册证

号：湘械注准

20142400060） 

湘医械广审（文）第

2017040040号 
2018.4.6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本所律师与控股股东史丙华的访谈记录，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

发布的广告已按照《广告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医疗器械广告审

查发布标准》的规定进行审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前述广告外，公司

及子公司没有发布其他广告。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医疗器械广告管理、发布活动符合《广

告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六、《第一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9 

关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消防安全问题。关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

消防安全问题。请公司补充披露日常经营场所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日常

经营场所的地址、建筑面积、消防设施配备情况等有关消防安全的信息，并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涉及消防验收、

消防安全检查以及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的相关事项予以披露。请主办券商和律师

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

验收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以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

消防验收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场所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

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风险。（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

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

提示；（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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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措施及其有效性；（5）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挂牌条件。 

回复： 

（1）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需要进行消防验收或接受消防安全检查以及上

述事项的办理情况；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2）查阅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实地查看公司日常经营场所； 

（3）查阅《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理凭证》； 

（4）查阅《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长公消验字

[2013]第 W0163号）。 

2、核查事实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条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除本法第十一条另有规定的外，建设单位应当自

依法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

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

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第十三条规

定，“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照

下列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一）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

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二）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

后应当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依法应当进

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第十五条规定，“公众聚集

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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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

营业”。第七十三条规定，“……（三）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

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

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四）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

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

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

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

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

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建

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二）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

候船厅；（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四）建

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

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

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

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

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

业的员工集体宿舍；（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

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

馆、茶馆、咖啡厅。”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

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

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

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

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三）本条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

筑；（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五）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

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

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第二

十四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

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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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

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本规定第十五

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

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

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复印件。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

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公司日常经营场所系租赁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位于长沙市岳麓区谷

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房（子公司租赁该厂房的 601 室），公司前述日常经营

场所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十五条、《建设工程消防监督

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或公众聚集场所等特殊建设

工程，因而不需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或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只需

要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的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进行消

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或者报送纸质备案表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录入消防设计

和竣工验收备案受理系统。 

根据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理凭证》，公司承租的日常

经营场所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情况如下： 

权利人 座落位置 面积（㎡） 用途 备案时间 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号 

长沙海润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谷苑

路 229号海凭园生

产厂房 

2233.32 日常经营 2015.1.29 430000WYS150000919 

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除上述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房

的 601室外，另一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新建东路阳光锦城一栋 1914-1920室，该

处房屋的性质为“一类高层住宅建筑”，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

十四条所规定的需要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类型，但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十五条所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类型，因而

该场所需要申请消防验收但无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经本所律师查阅《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长公消

验字[2013]第 W0163 号），阳光锦城一栋已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经长沙市公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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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支队消防验收合格，子公司承租的阳光锦城一栋 1914-1920房已依法办妥消防

验收手续。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及子公司部分日常经营场所不

需要申请消防验收或申请消防安全检查，仅需办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子公司承

租的阳光锦城一栋 1914-1920房属于一类高层住宅建筑，已依法办妥消防验收手

续。 

（2）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或通过消防安全检查的场所是否已经停

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是否存在被消防处罚的风险。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2）查阅《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理凭证》； 

（3）查阅《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长公消验字

[2013]第 W0163号）。 

2、核查事实概述 

如前所述，公司的日常经营场所及子公司部分日常经营场所不需要申请消防

验收或申请消防安全检查，仅需办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且已办妥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手续；子公司承租的阳光锦城一栋 1914-1920房属于一类高层住宅建筑，已

依法办妥消防验收手续，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因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或

通过消防安全检查而需要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情况。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已依法办理竣工验收消

防备案手续或消防验收手续，不存在因无法按相关规定通过消防验收或通过消防

安全检查而需要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情况，不存在被消防

处罚的风险。 

（3）量化分析上述日常经营场所停止使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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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公司是否已对该情况做重大事项提示；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承租的日常经营场所已按照要求办理

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手续或消防验收手续，不存在停止使用的风险，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无需进行重大事项提示。 

（4）公司日常经营场所是否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风险，对相关风险的应对

措施及其有效性；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日常消防检查记录等相关材料； 

（2）实地查看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场所，查看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场

所的消防设施配置情况。 

2、核查事实概述 

经本所律师实地查看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场所，查阅公司《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以及日常消防检查记录等相关材料，公司及子公司已在日常经营场所

配置了齐备的消防设备，同时，公司已制定较为完善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定

期检查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设备，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通畅，并形

成相应的检查记录。 

虽然公司及子公司配备有齐全的消防设施、设备，员工亦具备较高的消防安

全意识，发生消防安全事故的概率较小，但消防安全风险仍无法完全杜绝，任何

松懈和大意均有可能导致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对此，公司承诺，将在消防部门

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将消防安全风险防范任务落实到各级

部门和员工个人，进一步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的维护、检查，进一步做好员工的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灭火和应急疏散及逃

生技能，不断降低发生消防事故的概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控消防安全风险。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场所发生消防安全事故的概

率较小，但消防安全风险仍无法完全杜绝，公司需时刻警惕。目前公司的应对措

施能够较为有效地降低消防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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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承租的日常经营场所已按照要求办理了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手续或消防验收手续，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已根据消防的要求配备相应的消防

设施，同时公司协同物业公司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制定了较为完善的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报告期内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没有接到消防部门的消防整

改通知或受到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租赁的日常经营场所，已按照要求办理

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手续或消防验收手续，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均未发生消

防安全事故，均未受到消防方面的行政处罚，不存在重大消防风险，公司符合“合

法规范经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七、《第一次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 10 

关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的环保问题。请主办券商及律师：（1）核查

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重污染行业，以及认定的依据或参考。（2）若公司不属于

前述重污染行业，请核查：①公司建设项目的环保合规性，包括且不限于公司

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②

公司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以及取得情况；③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

日常环保合规情况，是否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3）若公司属于重污

染行业，请核查：①关于公司建设项目，请核查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

评验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建设项目未完工或尚未取得

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文件的，请核查环评批复文件中的环保要求的执行情况。

对建设项目环保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②关于污染物排放，请结合公司

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污染物排放，若存在污染物排放，请核查公司的

排污许可证取得和排污费缴纳情况，公司是否属于污染物减排对象，公司的排

放是否符合标准，是否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③关于公司的日常

环保运转，请核查：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是否正常有效运转；公司的环境保

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建设情况；公司是否存在公司工业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申报和处理情况；公司是否有禁止使用或重点防控的物质处理问题。

④公司是否被环保监管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是否依法公开披露环境信

息。⑤公司是否存在环保事故、环保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处罚等；公司

曾受到处罚的，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公司的相关整改情况。（4）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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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公司是否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等环保

违法情形，若存在，请核查违法原因以及公司的补救措施，相应补救措施的进

展及是否可行、可预期，请说明向环保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并分析公司

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风险可控性，以及是否影响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综合以上事项对公司的环保事项的

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1）核查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重污染行业，以及认定的依据或参考。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公司及子公司重大业务合同及合同履行凭证； 

（2）查阅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3）查阅《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

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

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 号)、《上市公司

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上市公司行业分分类指

引》（2012年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挂牌公司管理型

行业分类指引》、《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的相关规定。 

2、核查事实概述 

根据《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

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

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 号)及《上市公司环保核

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的相关规定，重污染行业主要指火

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包括

化学药品制造（含中间体）、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和中成

药制造）、轻工（含酿造、造纸、发酵）、纺织和制革业。 

根据公司的重大业务合同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类仪器和配套试剂、床旁检测 POCT 产品及

配套试条、测试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分类指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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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中的“生物

药品制造”（行业代码：C2760）；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本公司

所处行业为“生物药品制造”（行业代码：C2760）；根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

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生物科技”（行业代码：15111010），公司所处行

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子公司的重大业务合同，子公司主要经营医疗器械的销售业务，根据《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子公司所处行业为“批发业”（F51），子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若公司不属于前述重污染行业，请核查：①公司建设项目的环保合规

性，包括且不限于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

复文件的取得情况；②公司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以及取得情况；③结合公

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日常环保合规情况，是否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回复：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2）查阅公司提供的《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长高新环评[2016]23号）、《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函》（长高新环验

[2016]46号）； 

（3）取得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出具的《注册地

环保部门询证函》回复； 

（4）查阅公司的《环境管理制度》、《环保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预案》； 

（5）查阅《危险废物接纳意向书》、《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6）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环保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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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取得公司及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 

2、核实事实概述 

如前所述，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本所律师与公司股东史丙华的访谈记录、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城管环保局出具《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长高新环评[2016]23号）、《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函》（长高新环验

[2016]46 号），公司位于长沙高新区谷苑路 229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A4栋）

5-7层的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已办理环评手续，取得了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核发的环评批复文件，并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的环保措

施和要求，验收资料齐全，办理了环评验收手续，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取得了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核发的环评验收文件。除

前述建设项目外，公司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建设项目。 

经访谈公司管理层，公司暂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根据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于 2018年 1月 18 日向本所出具的《注册地环保部门询

证函》回复，“截至 2018年 1月 18日，公司近 24个月内在环保领域没有失信

信息或处罚记录；根据《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

分来管理名录（2017 年版）》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不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而是至 2020年才启动排污许可证的办理工作” 。据此，由于政策执行原因，公

司虽暂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但并未违反《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证分来管理名录（2017年版）》的相关规定。 

根据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出具《关于湖南海源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长高新环评

[2016]23 号）、《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函》（长高新环验[2016]46 号），公司在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

目运行管理过程中应重点落实固体废物分类管理措施，应将检测废液、润洗液、

废弃化学品及容器、不合格试纸条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并交有资质单位

处置；根据公司与湖南瀚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危险废物接纳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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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及本所律师与公司相关管理层的访谈记录，公司已落

实环评批复的要求，将固体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制定《环境管理制度》、《环保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预

案》，有助于提高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以及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故的

应对能力和水平。 

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公司主营业务为体外

诊断类仪器和配套试剂、试条、测试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经营不会对周

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政策、环保

法律、法规、规章及各级政府相关规定，公司成立以来，没有受到任何有关环保

方面的行政处罚。 

根据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子公司主要从医疗器械的销售业务，公司的业务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子公司成立以来，没有受到任何有关环保方面的行政

处罚。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建设项目均已取得环评批复及环评验收文件，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子公司无建设项目；公司暂不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流程符合环保要求，不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 

（3）若公司属于重污染行业，请核查：①关于公司建设项目，请核查公司

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及“三同时”验收等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建

设项目未完工或尚未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文件的，请核查环评批复文件中

的环保要求的执行情况。对建设项目环保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②关于

污染物排放，请结合公司的业务流程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污染物排放，若存在污

染物排放，请核查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取得和排污费缴纳情况，公司是否属于污

染物减排对象，公司的排放是否符合标准，是否遵守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③关于公司的日常环保运转，请核查：公司有关污染处理设施是否正常

有效运转；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建设情况；公司是否

存在公司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申报和处理情况；公司是否有禁止使用或重

点防控的物质处理问题。④公司是否被环保监管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是否依法公开披露环境信息。⑤公司是否存在环保事故、环保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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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处罚等；公司曾受到处罚的，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公司的相

关整改情况。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4）请核查公司是否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

完成等等环保违法情形，若存在，请核查违法原因以及公司的补救措施，相应

补救措施的进展及是否可行、可预期，请说明向环保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

并分析公司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风险可控性，以及

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回复： 

1、核查方式与核查过程 

（1）查阅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2）查阅公司提供的《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长高新环评[2016]23号）、《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函》（长高新环验

[2016]46号）； 

（3）取得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出具的《注册地

环保部门询证函》回复； 

（4）取得公司及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 

2、核查事实概述 

如前所述，公司位于长沙高新区谷苑路 229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A4栋）

5-7层的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及环评验收文件，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除前述建设项目外，公司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建设项

目，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等环保违法

情形。 

公司暂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但根据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管

环保局向本所出具的《注册地环保部门询证函》回复，“截至 2018 年 1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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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近 24个月内在环保领域没有失信信息或处罚记录；根据《排污许可证

管理暂行规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分来管理名录（2017年版）》的相

关规定，公司目前不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而是至 2020年才启动排污许可证的

办理工作。”据此，公司虽暂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但并未违反《排污许可证管理

暂行规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分来管理名录（2017年版）》的相关规

定。 

根据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本公司主营业务为体

外诊断类仪器和配套试剂、试条、测试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经营不会对

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政策、环

保法律、法规规章及各级政府相关规定，公司成立以来，没有受到任何有关环保

方面的行政处罚。 

根据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子公司主要从医疗器械的销售业务，公司的业务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子公司成立以来，没有受到任何有关环保方面的行政

处罚。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

或未办理完成等环保违法情形，公司虽暂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但并未违反《排污

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分来管理名录（2017 年版）》

的相关规定；公司近 24个月内在环保领域没有失信信息或处罚记录，不会影响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5）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综合以上事项对公司的环保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

明确意见。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回复： 

经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建设项目均已办妥

环评批复、环评验收手续，根据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

的回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暂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公司近 24个月

内在环保领域没有失信信息或处罚记录。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

司不存在环保违法和受处罚的情况，不存在需要补充披露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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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上述问题外，本所律师经过进一步核查，需要对下列涉及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申报审查期间，公司发生了如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 年 5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了

《关于购买生产经营用房的议案》，决定购买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麓松路海凭国际

（湖南）医疗器械产业园二期工业厂房三号栋七层 701房（面积 1161.07 平方米，

4080元/㎡）、八层 801 房（面积 1161.07平方米，4080元/㎡）、九层 901房（面

积 1163.36 平方米，4080元/㎡）、十层 1001 房（面积 372.73平方米，4680元/

㎡），房屋总面积约 3835.23平方米，购买总价约 15,965,217元。 

2018 年 5月 18 日，公司与湖南海凭高科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商品房买卖

合同》，合同约定公司购买的厂房为长沙市岳麓区麓松路海凭国际（湖南）医疗

器械产业园二期工业厂房三号栋七层 701房（面积 1161.07平方米，4080元/m2）、

八层 801 房（面积 1161.07 平方米，4080元/㎡）、九层 901房（面积 1163.36

平方米，4080元/㎡）、十层 1001房（面积 372.73平方米，4680元/㎡），房屋

总面积为 3835.23平方米，购买总价为 15,965,217 元。公司已于 2018 年 5月

18日付清了首付款 4,805,217元，剩余房款约定通过银行按揭方式支付，公司

当前正在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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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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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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