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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本次股票挂牌 指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财富证劵 指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 

《发起人协议》 指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

于 2016年 12 月 10日签订的《发起人协议》 

股份公司、海源医

疗 
指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源有限 指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的湖南海源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维华医疗 指 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海源检验 指 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莱华咨询 指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润生物 指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依护网公司 指 依护网（长沙）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莱华 指 湖南莱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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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源海咨询 指 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润美医疗 指 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海润厚德 指 北京海润厚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 指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前身，视文

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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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威正信 指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1

月 25日出具的大信审字[2018]第 27-00006号

《审计报告》 

本所 指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指派的经办律

师，即在本法律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

中签名的律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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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会 指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统称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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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持股 5%以上股东 指 

持有海源医疗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包括史丙华、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

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报告期 指 2016年、2017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部分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有关列表中数

字合计与总额不一致的，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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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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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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或“股份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股票挂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为本次股票挂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下称“《监督

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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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并

公开转让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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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经办律师已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业协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所经办律师仅就与本

法律意见书之目的相关的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律的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前述核查验证过程中，公司保证已向本所经办律师提供和披露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之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书面或口头证

言；保证所提供之材料和文件、所披露之事实无任何虚假、隐瞒、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公司保证所提供副本材料与正本一致、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所提

供之文件、材料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均真实、有效；保证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与

事实一致。 

本所经办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书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律专

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已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制作、

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所经办律师仅就与申请

人本次股权挂牌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会对有关会计、审计、评估、

验资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涉及有关会计、审计、评估、验资等专

业事项时，均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公司的相关说明。本法律

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评估和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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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的适当资格。 

对于对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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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或说明文件作出判断。 

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公司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

经本所律师对其引用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本所经办律师已归类整理核查和验证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和获取的材料，并形

成记录清晰的工作底稿。工作底稿由本所保存。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股份公司为申请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而使用，

除非事先取得本所经办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

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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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公司本次股票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股票挂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2018 年 1 月 5 日，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聘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说明及执行情况的评估》、《关于申请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同意公司股票采取集合竞价方式

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并采取集合竞价方式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同日发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上述涉及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8 年 1 月 20 日，股份公司召开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

投票的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同意公司股票采取集合竞价方式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并采取集合竞价方式公开转让

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同意股份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股票挂牌的相关事宜。 

上述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挂牌并采取集合竞价方式公开

转让的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要求或规定，办理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采

取集合竞价方式公开转让所需的批复文件和核准手续等； 

2、依据相关规定与中介机构签署协议； 

3、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挂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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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与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采取集合竞价方式

公开转让相关的工作。 

授权期限为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算。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申请本次股票挂牌的决议内容合法有效，该次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挂牌事宜的授权范围和程序合法有效。据此，本所经办

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

股东大会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和程序合

法、有效。公司本次挂牌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公司本次挂牌事宜尚待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同意挂牌的

审查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挂牌事宜除尚需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审查同意外，股份公

司申请本次股票挂牌已依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批准。 

二、本次股票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系依法设立的股份公司 

公司系由海源有限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于 2017年 12月 1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673575124G

的《营业执照》，股份公司依法设立，具体情况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的股本

及演变之（二）股份公司的设立及演变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工商内档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

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海源医疗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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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673575124G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229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 5-7层 

法定代表人 史丙华 

注册资本 173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 4月 1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通

信产品的研发；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

验分析仪器的生产；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

床检验分析仪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通信设

备、医药原料的销售；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

软件开发；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

批发；血浆原料管理咨询；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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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份公司依法有效存续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公司营业期限为长期。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通过查询公司工商

内档资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方式，公司前身海源有限自成立以来，

通过了历年工商企业年度检验，并依法报送了各年度报告，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为有效存续的股

份有限公司。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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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本次股票挂牌的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其他规

定，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挂牌符合下列实

质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股份公司的前身海源有限成立于 2008 年 4月 10日，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673575124G 的《营业执照》。股份公

司系由海源有限按经审计的截至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

更而来；2017年 1 月 20日，股份公司取得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673575124G 的《营业执照》。 

根据《业务规则》之“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

公司，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截至本意见书出

具日，股份公司合法存续已满两年，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需

要终止的情形，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业务明确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及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

经营范围变更情况，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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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明确；根据前

述《审计报告》，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283,403.01元和 18,341,693.28元，分别占前述年度营业收入的 100%、100%，

主营业务突出。 

据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明确，主营业务

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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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在

报告期内持续经营，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

财务报表，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中例举的影

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 

根据上述《审计报告》、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章程》、

公司设立以来的股东大会决议、相关重大业务合同及其相关履行凭证资料，公司

在报告期内具有持续的运营记录，不存在依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条规定需要解散、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股份公司

持续经营。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股份公司的生产

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业务明确并具有持续经营的

记录，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二）项“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公司治理机制健全 

（1）根据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已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等

规定制定《公司章程》，并依据《公司章程》依法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等治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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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 

根据公司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运作规范，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在法律法规及其内部管理制度的

框架下行使职权并依法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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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 1月 5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说明及执行情况的评估》，对公司的治理机制

与内控制度的执行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讨论和评估，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治理机

制。 

（3）根据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及《个

人信用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通过登录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

（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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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进行公开查询，公司现任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能够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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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股东出具的说明，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被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2、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1）根据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第三税务分局、长沙市高新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一科、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出具的证明，海源医疗及其子公司海源检验最近 24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根据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左家塘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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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3）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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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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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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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网站，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海源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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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法行

为而被列入药品等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4）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已取得开展业务所需要的资质，公司主营业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符合国家在环保、质量、食品药品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5）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提

供的《组织架构图》、《员工花名册》，并基于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

对相关文件的理解和判断，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

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并已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

能够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作出财务决策。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运作规范，符合《业务

规则》第 2.1条第（三）项“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规定。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股权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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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自然人股东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企业股东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合伙协议》以及公司现有股东填写的《调查问卷》，并经本所经

办律师核查，公司股东主体适格，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根据公司历次工商登记资料，自海源有限设立以来的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行

为合法、合规（详见本意见书“六、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历次增资、股权转让

行为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有关的增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

会决议等文件，合法有效。 

海源医疗系由海源有限按经审计的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账面净资产折股整

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成立后，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海源医疗未发生过减资

和股权转让行为。根据公司股东出具的声明和承诺，公司股东对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协议安排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不

存在质押或者司法查封、冻结的情形；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股东持有

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2、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的全套工商内档资料、公司及子公司出具的声

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的股票发行和转让已依法履行必

要内部决议，且不存在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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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监管办法》

实施前形成的股东超过 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确认的除外。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股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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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之规定。 

（五）公司由财富证券推荐并持续督导 

股份公司已与财富证券签订《推荐挂牌财务顾问协议》，聘请财富证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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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挂牌的主办券商，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推荐挂牌，并明确了财富证

券对海源医疗的持续督导义务。 

据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具有主办券商的推荐和持续督导，符合《业

务规则》第 2.1条第（五）项“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规定。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具备本次股票挂牌的实质条件，尚待取

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查意见。 

四、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业务独立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股份公司出具书面说明，并经

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重大业务合同及其履行凭证、《营业执照》等文件，公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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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的主营业务与其《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相符。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生产、销售、运营

体系，设置了研发部、生产部、采购部、销售部、商务部、质量部、技术支持部

等部门，并取得了开展经营活动所需的许可或资质，能独立开展业务、签署合同；

股份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签订各项业务合同，自主、独立经营；公

司拥有与其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相适应的业务体系，能够独立完成经营业务，其

业务不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 

据此，公司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独立从事其

《营业执照》所核定的经营范围中的业务。 

（二）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股份公司系由海源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依法承继了海源有限所有的资产、负

债及权益，保证了股份公司资产的完整。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出资已足额到位，

海源医疗的资产独立于其股东资产。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股份公司股东出具的声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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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海源医疗独立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线和配套设施，

合法拥有与经营有关的设备以及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公

司的主要财产独立且与股东的资产权属关系界定明确，不存在法律纠纷。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股份公司股东出具的声明，并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况，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股东利用

公司资产为其个人或其他关联方债务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主要资产独立完

整。  

（三）公司人员独立 

1、根据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资料中有关董

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任免和聘任内容，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股

份公司董事、非职工监事由股东提名、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由股份公司

职工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股份公司现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

级管理人员均由股份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

均系依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非法干预

股份公司人事任免的情形。 

2、根据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相关《劳动

合同书》、社保缴纳情况等，股份公司现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均在股份公司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执行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3、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股份公司设立了独立的综合管理部，专门负责股

份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事宜，股份公司在员工选聘、任免等问题上独立

决策，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和工资管理体系。 

（四）公司的财务独立 

1、公司设立了独立的基本存款账户，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08417005）,根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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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许可证》的记载及公司的确认，股份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生物医药支行开立了基本存款账户，不存在与其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

银行账户的情形。 

2、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组织架构图》、《员工花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股份公司已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并已建立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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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够

自主支配自有资金、处置自有资产，对各项成本支出和其他支出及利润等进行独

立会计核算，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干预财务的情形。 

3、公司曾取得税务登记证，因实行“五证合一”登记制度，税务登记证已

被收回，股份公司现依法持有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673575124G 的《营业执照》，海源医疗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纳

税义务，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无混合纳税现象。 

（五）公司的机构独立 

根据公司提供的《组织架构图》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按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

监事会，选举了董事、监事，聘任了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

理人员，设置了研发部、生产部、采购部、销售部、商务部、质量部、技术支持

部等业务职能部门。海源医疗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健全，能够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

权，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机构混同的情形，公

司机构独立。 

（六）公司自主经营能力和其他方面独立性 

股份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活动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并

依法取得了相关业务资质，具有充分的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

力。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资产独立完整，人员、机构、财务均独立，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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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 

1、股份公司发起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或进行出

资的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发起人协议》、海源医疗《公司章程》、自然人股东居民身

份证复印件、企业股东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等文件，并经

本 所 经 办 律 师 登 录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网 站

（http://gsxt.saic.gov.cn/）进行核查，公司发起人系由 1名自然人、2名机

构组成，海源医疗变更设立时各发起人出资和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1 史丙华 780 74.28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19.05 

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0 6.67 

合计 1050 100 

上述发起人基本情况如下： 

（1）史丙华，中国公民，长沙市雨花区赤新路*号，公民身份号码为

43282219760708****。 

（2）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登记机关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L50T727 

住所 长沙高新开发区瑞龙路 209号金荣誉峰翡翠花园 F栋 205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史丙华 

合伙人 

（1）史丙华，男，身份证号码：43282219760708****，出

资额为 99.83万元，占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32.41%； 

（2）范永忠，男，身份证号码：430702197105028****，

出资额为 10.5万元，占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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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茂元，男，身份证号码：43062119810127****，出

资额为 39.17万元，占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12.72%； 

（4）罗倩，女，身份证号码：43010219740710****，出资

额为 10.5万元，占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3.41%； 

（5）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6874341118，出资额为 148 万元，占合伙企业财

产份额 48.0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6年 6月 16日 

合伙期限 2036年 5月 17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商业活动的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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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6874341118 

住所 
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229号湖南麓谷国际医疗器械产业

园 A4栋 5-8层 

法定代表人 史丙华 

注册资本 1158万 

股权结构 

（1）姜志华，女，身份证号码：43011119760229****，出

资 325万元，占比 28.065%； 

（2）史丙华，男，身份证号码：43282219760708****，出

资 325万元，占比 28.065%； 

（3）史文杰，男，身份证号码：43011120050330****，出

资 508万元，占比 43.8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9年 4月 24日 

营业期限 2029年 4月 23日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医疗器械技术开发；医疗器械技术转让

服务；生物制品、Ⅱ类: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

Ⅱ类: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Ⅱ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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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机电产品的研发；软件开发；Ⅱ类:6810矫形外

科（骨科）手术器械、Ⅱ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

窥镜设备、Ⅱ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Ⅱ类:6866 医

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三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卫生材料及医

药用品、肥皂及合成洗涤剂、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

Ⅱ类: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Ⅱ类:6822 医用光

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Ⅱ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三类医疗器械、计

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电子产品、机电产品的销

售；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下经营

范围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

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以自有资产进行医疗领域的

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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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发起人填写的《调查问卷》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等资料，

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经核查，股份公司的上述 3名发起人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

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人或进行出资

的主体资格。 

2、股份公司发起人人数、住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共有 3名，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发起人人数、住所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3、发起人的出资 

根据各发起人签订的《发起人协议》和创立大会相关决议，并经本所经办律

师核查，股份公司系由海源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各发起人各自以其拥

有的海源有限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认购股份公司的股份。发起人已投入股份公

司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发起人将该等资产投入股份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根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验字[2017]第 270-00003 号《验资报告》，发起人

已履行足额出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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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各发起人投入股份公司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将

上述资产投入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发起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担任发起人或进行出资的资格；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起人投入股份公司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该等投入不

存在法律障碍；股份公司合法拥有各发起人投入的资产，不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 

（二）股份公司的现有股东 

1、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机构股东的《营

业执照》、《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等资料，自股份公司设立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公司现有股东共计 4 名，其中，1 名股东为自然人，3 名股东为机构，各股

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序号 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股权比例（%） 

1 史丙华 1060 61.27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79 15.71 

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86.17 10.76 

4 
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12.04 12.26 

合计 1730 100 

上述现有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登记机关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M75EEX4 

住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龙路 209号金荣誉峰翡翠花园 F栋

205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史丙华 

合伙人 （1）史丙华，男，身份证号码：432822197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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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为 784.3万元，占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99.91%； 

（2）刘黎，女，身份证号码：43012419890723****，

出资额为 0.7万元，占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0.09%；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7年 10月 23日 

合伙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营养健康咨询服务；

医疗器械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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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公司其他现有股东的基本情况详见本章节“(一)发起人”。 

根据现有股东《调查问卷》、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机构股东的《营

业执照》、《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等资料，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后认为，股份公

司现有 4名股东均不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的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或不满

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其股东资格适格。 

2、关于公司及现有股东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海源医疗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莱华咨询的《营

业执照》、《合伙协议》，海润生物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润源海咨询的

《营业执照》、《合伙协议》，以及海源医疗、莱华咨询、海润生物、润源海咨询

出具的《询证函》，海源医疗、莱华咨询、海润生物、润源海咨询未对外募集资

金，也未管理其他私募基金，海源医疗、莱华咨询、海润生物、润源海咨询不属

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需要

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或登记。 

除前述机构股东外，公司现有其余股东为自然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或私募基金。 

（三）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史丙华持有公司 61.27%的股份，其持有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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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海源医疗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史丙华系海源医疗的控股股东。 

另外，根据海源医疗提供的《股东名册》、海源医疗出具的《股东持股情况

及关联关系的说明》及莱华咨询、润源海咨询的《合伙协议》，史丙华目前持有

公司 61.27%的股份，史丙华作为莱华咨询和润源海咨询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

过莱华咨询和润源海咨询控制海源医疗 27.97%的股份，史丙华合计持有或控制

海源医疗 89.24 %的股份。史丙华现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全面统筹安

排公司日常经营事务，在公司经营运作中承担着较为重要的任务并发挥着较大的

作用。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史丙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合法合规 

根据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左家塘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和相关

声明和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海源医疗控制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史丙华最

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六、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海源有限的设立及历史沿革情况 

1、海源有限前身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设立 

2008 年 2月 27 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湘）名私字（2008）第 394号]，核准公司的名称为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2008 年 4 月 1 日，自然人周长德、邱永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公司名称为

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其中，周长德认缴 15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0%，邱永认缴 15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0%；决

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医药产品研发及医疗技术服务咨询、软件开发应用，销售一、

二、三类医疗器械、机电、电子产品、通信器材、工艺，美术品；通过公司章程；

决定公司不设董事会，只设执行董事 1名，推选周长德为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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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设经理 1名，推选邱永担任公司经理；决定公司不设监事会，只设监事 1

名，推选姜小华任公司监事；决定委托公司员工史金花办理公司工商登记事宜。 

2008 年 1 月 8 日，周长德、邱永代表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筹）与

罗洁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租赁罗洁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侯家塘立交桥侧芙蓉中路 395号，租赁期限从 2008年 1月 8日至 2010

年 12月 30日。 

2008 年 3月 26 日，湖南广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广联验字[2008]

第 017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8 年 3 月 26 日止，湖南维华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筹）已收到周长德、邱永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90 万元，均以货

币方式出资。 

2008 年 3月 31 日，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证号：湘 001593），经营范围：Ⅱ类

医疗器械（不含Ⅱ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和Ⅲ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

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8医

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射线设备、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手

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 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许可期限自 2008 年 3 月 31 日至 2013

年 3月 30日。 

2008 年 4月 10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向维华医疗核发了《营

业执照》（注册号：430111000029125）。 

维华医疗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周长德 150 45 50 货币 

2 邱永 150 45 50 货币 

合 计 300 90 100 - 

2、维华医疗第二次实缴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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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 28 日，维华医疗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公司在实收资本 90 万

元的基础上，由股东周长德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前出资 75 万元，股东邱永出资

50万元；一致同意公司的经营范围为：Ⅱ类医疗器械（不含Ⅱ类 6840体外诊断

试剂）和Ⅲ类：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

有关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射线设

备、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

器；医院产品的研发及医疗技术服务、咨询及软件开发、销售；机电产品、电子

产品、通信器材、工艺美术品的销售；决定委托公司员工史金花办理公司工商变

更登记事宜。 

2008 年 7 月 2 日，湖南广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广联验字[2008]

第 043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8 年 7月 1日止，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已收到股东周长德、邱永缴纳的第 2期出资 125万元整，均以货币出资。 

2008 年 7 月 8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维华

医疗核发了《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11000029125）。 

本次出资后，维华医疗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周长德 150 120 50 货币 

2 邱永 150 95 50 货币 

合 计 300 215 100 - 

3、维华医疗第三次实缴出资 

2010 年 4 月 2 日，维华医疗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公司实收资本由 215 万

元变更为 300万元，其中，股东周长德出资 30万元，邱永出资 55 万元，确认该

次出资时间为 2010 年 4 月 2 日；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决定委托公司员工邱永

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2010 年 4 月 2 日，湖南湘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亚验字[2010]第 331

号《验资报告》，经审议，截至 2010年 4 月 2日止，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已收到股东周长德、邱永缴纳的第三期出资 85 万元整，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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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0 年 4 月 2 日，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本次出资连同第一期、第

二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整，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00万元整，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2010 年 4 月 6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维华

医疗核发了《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11000029125）。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周长德 150 150 50 货币 

2 邱永 150 150 50 货币 

合 计 300 300 100 - 

4、海源有限第一次更名、股权转让、变更法定代表人 

2011 年 8月 31 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湘）名私字（2011）第 7242 号]，核准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司名

称变更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5 日，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股东

邱永、周长德退出公司，吸收姜志华、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新股东，

其中，邱永出资的 30 万元对应的股权转让给姜志华，周长德放弃优先购买权，

邱永出资的 120万元对应的股权转让给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周长德放弃

优先购买权；周长德出资的 150万元对应的股权转让给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邱永放弃优先购买权；选举姜志华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免

去周长德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公司名称由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变更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致同意通过新的公司章程；委托公司

员工史金花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 

2011 年 9 月 5 日，公司股东邱永与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股东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邱永将其持有的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0 万元股权

转让给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9月 5 日，公司股东邱永与姜志华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协议》，约定

邱永将其持有的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0万元股权转让给姜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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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月 5日，公司股东周长德与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股

东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周长德将其持有的湖南维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0 万元

股权转让给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8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公司

核发了《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11000029125）。 

本次股权转让后，海源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长沙海润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270 270 90 货币 

2 姜志华 30 30 10 货币 

合 计 300 300 100 - 

5、海源有限第一次变更经营范围、住所地 

2012 年 2月 24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公司地址变更到长沙市

高新区麓谷大道长海创业基地三楼；同意公司登记机关变更为长沙市工商局高新

分局；一致同意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医疗技术的咨询服务及意义产品的研究、

开发；高新医用复合新型材料的研究、开发；Ⅱ类医疗器械（不含Ⅱ类 6840 体

外诊断试剂）；Ⅲ类：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30医用 X 射线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 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疗器械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3 月 30 日）；计算机软件软

件开发、销售；机电产品、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

发、收设施）、工艺美术品的销售；通过修改后的《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章程》。 

海源有限与湖南长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

中心签订《租赁合同》（编号：A-Ⅲ-长海-024），约定由海源有限承租湖南长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大道 627号长海创业基地北三层，租期

为 3年，从 2011年 8月 1日至 2014年 7 月 30日止。 

2011 年 11 月 10 日，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海源有限换发了《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证号：湘 001593（更）]，经营范围：Ⅱ类医疗器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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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Ⅱ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Ⅲ类：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

敷料、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许可期限自 2008 年 3 月 3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0日。 

2012 年 2月 28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有限核发

了《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11000029125）。 

6、海源有限第二次变更经营范围 

2013 年 5月 23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

医疗技术的咨询服务；医药产品、医用复合新型材料的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

的开发、销售；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信设备（不含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发收设施）、工艺美术品的销售（需资质证、许可证的项目取得

相应有效的资质证、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通过

修改后的《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3年 6月 24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有限核发

了《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11000029125）。 

7、海源有限第二次变更住所地 

2015 年 9月 15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公司住所地变更到长沙

市高新区麓谷大道 627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 5-7层；通过公司经修订后的章程；

指定莫余艳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 

2015年 9月 24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有限核发

了《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11000029125）。 

8、海源有限第三次变更经营范围 

2015 年 12 月 25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经股东讨论，同意将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为：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

研发；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

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销售；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销售；软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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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通信产品的研发；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通信设备的制造；计算机软件

销售；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销售；通信设备的销售；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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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执照核准为

准）；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通过《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章

程修正案》；同意指定员工莫余艳办理本公司变更登记事宜。 

2016年 1月 18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有限核发

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5124G）。 

9、海源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3月 23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吸收股东史丙华为公司新股

东，同意公司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变更为 1000 万元，新增的 700 万

元分别由姜志华认缴 150万元，史丙华认缴 5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于 2016

年 12月 31日到位；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通过了修改后的《湖南

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6 年 3月 25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大信

沙验字[2016]第 00008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止，公

司已收到史丙华以货币出资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 550万元整，变更后公司累计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850万元。 

2016 年 4月 18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大信

沙验字[2016]第 0001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止，申

请增加的注册资本已由史丙华实缴 550万元，截至 2016年 4月 18 日止，公司已

收到史丙华以货币出资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 209万元整，已收到姜志华以货币出

资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 207 万元整，共计收到投资款 416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150万元，余额 26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2016 年 4 月 3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有限核发

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5124G）。 

本次增资后，海源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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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长沙海润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270 270 27 货币 

2 姜志华 180 180 18 货币 

3 史丙华 550 550 55 货币 

合 计 1000 1000 100 - 

10、海源有限第二次增资、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7月 10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确认股东史丙华将其认缴的

出资 550 万元以货币方式于 2016年 3月 24日缴付到位，公司股东姜志华将其认

缴出资 150万元以货币方式于 2016年 3月 24日缴付到位；同意股东长沙海润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 200 万元股权转让给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其他股东放弃以上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050 万元；此次新增加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由股东史丙华

认缴 5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 2016年 12月 31日；通过公司章程

修正案；同意委托罗倩办理本公司登记事宜。 

2016 年 7月 10 日，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将持

有的海源有限200万元股权以人民币 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 年 7月 27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大信

沙验字[2016]第 00035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7 月 27 日止，公

司已收到史丙华以货币出资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 280 万元整，其中实收资本 50

万元，余额 230万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变更后的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050万元。 

2016 年 7月 19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有限核发

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5124G）。 

本次变更后，海源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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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丙华 600 600 57.14 货币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0 200 19.05 货币 

3 姜志华 180 180 17.14 货币 

4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70 70 6.67 货币 

合 计 1050 1050 100 - 

11、海源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0 月 15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姜志华将其持有

公司的 180万出资转让给史丙华，姜志华退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同意

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通信产品的研发；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的生产；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计算

机软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通信设备、医药原料的销售；通信设备、计算机

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软件开发；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

学品）批发；血浆原料管理咨询；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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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执照核准为准）；

同意免去姜志华的执行董事、经理职务，重新聘任史丙华为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意指定本公司员工罗倩办理本公司登记事宜。 

2016 年 10月 15日，股东姜志华与股东史丙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姜志

华将其持有的海源有限 180万元出资以人民币 1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史丙华。 

2016 年 11月 1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有限核发

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5124G）。 

本次股权转让后，海源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

式 

1 史丙华 780 780 74.29 货币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 200 19.05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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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0 70 6.67 货币 

合 计 1050 1050 100 -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及演变情况 

1、股份公司的设立程序和方式 

公司系以发起方式设立，由海源有限整体变更而来，其变更设立程序如下： 

（1）2016年 2月 16日，海源有限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一

致同意按照《公司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变更公司类型，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依法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暂定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整体变更的审计机构；同意公司以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数，按比例折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湖南海源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作为整体变更后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公司各发起人在股份

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其在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一致。净资产折

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以万元为单位，超出注册资本数额的部分将计入资

本公积；同意公司新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及章程修改由新的股东大会讨论

决定。在新的组织机构设置和构成人员到位后，公司免去原人员任职及组织机构

设置。 

（2）2016年 11月 2日，海源有限召开 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并认可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作

出的会议决议内容。 

（3）2016年 7月 1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湘）登记内名预核

字[2016]第 414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名称变更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016年 11月 18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信审

字[2016]第 27-00072 号《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6年 7 月 31日，海源

有限账面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11,880,061.02 元。 

（5）2016 年 12 月 8 日，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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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评报字（2016）第 1183号《评估报告》，海源有限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318.76万元。 

（6）2016年 12月 10 日，海源有限全体股东史丙华、莱华咨询、海润生物

共同签订《发起人协议》，决定将海源有限的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就股份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股份种类、面值、总

额及发起人认购的数额和方式、发起人权利和义务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约定。 

（7）2016年 12月 10日，海源有限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江聪为海源有

限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后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8）2017年 1月 3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

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整体变更设立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公司形式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整体变更后

名称变更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股份

有限公司发起人，以截至 2016年 7月 31 日公司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经审计后出具的大信审字[2016]第 27-00072 号的《审计报告》所审定的

公司净资产 11,880,061.02 元按 1：0.8838 的比例折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股本

1050万股，其余 1,380,062.02 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各股东以其在有限

公司的股东权益认购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各股东在股东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变。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

于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办费用开支情况的报告》、《关于确认、批准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以及为筹建股份公司所签署的一切有关

文件、协议等均由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继的议案》等议案。创立大

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了董事、监事，组建了董事会、监事会等股份公司组织

机构，制定并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9）2017年 1月 3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史丙

华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聘请罗倩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制定并通过了《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投资者关系管

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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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7 年 1 月 3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蒋

松波为海源医疗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11）2017年 1月 6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大信验字[2017]第 27-00003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已收到全体发起人以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原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

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合股本出资人民币 1050 万元，余额 1,380061.02 元计入资

本公积，该注册资本不高于公司 2016年 7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 11,880,061.02

元，同时也不高于以该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1318.76 万元。 

（12）2017年 1月 20日，长沙市工商局登记核准了公司的变更申请，并为

股份公司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673575124G 的《营业执照》。 

公司本次整体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执照号 
持股数量

（万股） 

股权比例

（%） 
出资方式 

1 史丙华 432822197607083013 780 74.28 净资产折股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1430100MA4L50T727 200 19.05 净资产折股 

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914301006874341118 70 6.67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050 100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工商登记档案，本所经办律师经核查后认为，股份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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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履

行了审计、评估和验资的必要程序，公司的设立符合设立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股份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 

2、股份公司的股本演变 

（1）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7 年 9月 20 日，股份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

本从 1050 万元增加至 1117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67 万元由股东长沙海润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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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额为 300 万元，其中 67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

本，其余 233 万元记入资本公积；同意变更公司经营期限，将公司经营期限由

20 年变更为长期；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同意指定本公司员工罗倩办理

本公司登记事宜。 

2017 年 10 月 25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大

信沙验字[2017]第 00029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年 10月 11日止，

公司已收到长沙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 300 万

元，其中股本人民币 67 万元，余额人民币 233 万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变更后的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1117万元。 

2017 年 10 月 18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医疗核

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5124G）。 

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史丙华 780 69.83 货币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 17.91 货币 

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7 12.26 货币 

合 计 1117 100 - 

（2）股份公司第二次增资 

2017 年 10 月 30 日，股份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原来的 1117 万元增加至 1273 万元，公司的股本总数将由原来的 1117 万股

增加至 1273 万股，新增注册资本 156 万元由新股东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M75EEX4）以货币方式认

缴，出资额为 700 万元，其中 156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544万元记入资

本公积，上述投资款应于 2037 年 12 月 30 日前缴足；一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

应条款；同意指定本公司员工罗倩办理本公司登记事宜。 

2017 年 11 月 13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大

信沙验字[2017]第 00030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年 11月 10日止，

公司已收到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出资的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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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人民币 700万元，其中股本人民币 156 万元，余额人民币 544 万计入资本公

积，本次变更后的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1273 万元。 

2017 年 11月 1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医疗核发

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5124G）。 

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史丙华 780 61.27 货币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0 15.71 货币 

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7 10.76 货币 

4 
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6 12.25 货币 

合 计 1273 100 - 

（3）股份公司第三次增资 

2017 年 12月 2日，股份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公司将注册

资本将由原来的 1273 万元增加至 1730 万元，公司的股本总数将由原来的 1273

万股增加至 1730 万股，新增注册资本 457 万元由股东史丙华、长沙润源海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

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按照下列比例、以货币方式认缴：①史丙华出资 420万元，

其中 280 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140万元记入资本公积，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

间为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②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 84.05 万元，其中 56.04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28.01万元记入资本公积，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为 2027 年 12 月 30 日前；③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出资 107.69 万元，其中 71.79 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35.9万元

记入资本公积，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为 2027 年 12 月 30 日前；④长沙海润

生物技术有限出资 73.76万元，其中 49.17 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24.59万元记

入资本公积，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为 2027 年 12 月 30 日前；一致同意修改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同意指定本公司员工罗倩办理本公司登记事宜。 

2017 年 12 月 12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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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沙验字[2017]第 00032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年 12月 11日止，

公司已收到史丙华、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莱华

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的投资

款合计人民币 685.5 元，其中股本人民币 457万元，余额人民币 228.5万计入资

本公积，本次变更后的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1730万元。 

2017 年 12 月 13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海源医疗核

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5124G）。 

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史丙华 1060 61.27 货币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79 15.71 货币 

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86.17 10.76 货币 

4 
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12.04 12.26 货币 

合 计 1730 100 - 

（4）股份公司第一次更换董事 

2017 年 12月 6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免去钟振平董事职务，重新选

举曹令响为公司董事，同意指定公司员工罗倩办理变更登记事宜。 

2018 年 1月 2 日 ，海源医疗就上述变更事宜完成工商变更备案手续。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工商内档资料，本所经办律师经核查后认为，股份公

司成立后，公司的历次增资和更换董事，均依据《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履行了

相应的审批程序，所议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履行了验

资的必要程序，公司的增资和更换董事的行为，合法有效。 

（三）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全体股东的声明，截至本意见

出具日，公司各股东所持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代其他第三方持有股份的情况，

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形。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及其前身海源有限的股权设置及历次股

权变动都签署了与之相关的文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真实、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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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现有股东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均未设立质押，不存在代其他第三方持有

股份的情况。股份公司目前的股权清晰，不存在影响本次股票挂牌的法律障碍和

潜在的法律风险。 

七、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 

（一）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是：“Ⅱ类:6840体外诊断

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通信产品的研发；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

剂、Ⅱ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Ⅱ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通信设备、医药原料的

销售；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软件开发；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

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批发；血浆原料管理咨询；医疗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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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司的书面说明，公司的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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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份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资质和许可 

1、股份公司的业务资质和许可 

（1）《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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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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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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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  

至 2020.12.7止 
湖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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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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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注册证》 

根据海源医疗提供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海源医疗共取得 102项体外诊断试剂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肝功能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

（速率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69 2015/11/26 2020/11/25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1-ALT注册证.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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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

剂盒（速率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6 2016/1/8 2021/1/7 

3 
碱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速率

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96 2015/12/10 2020/12/9 

4 
γ-谷氨酰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

盒（速率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112 2016/4/18 2021/4/17 

5 总蛋白测定试剂盒（双缩脲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4 2016/1/19 2021/1/18 

6 
白蛋白测定试剂盒（溴甲酚绿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91 2016/2/23 2021/2/22 

7 
总胆红素测定试剂盒（钒酸盐氧

化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72 2016/2/5 2021/2/4 

8 
直接胆红素测定试剂盒（钒酸盐

氧化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7 2015/12/10 2020/12/9 

9 
胆碱酯酶测定试剂盒（丁酰胆碱

底物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5 2016/1/8 2021/1/7 

10 
总胆汁酸测定试剂盒（循环酶

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90 2015/12/10 2020/12/9 

11 腺苷脱氨酶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8 2016/1/19 2021/1/18 

12 
5'-核糖核苷酸水解酶测定试剂

盒（酶速率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6 2016/1/19 2021/1/18 

13 
单胺氧化酶测定试剂盒（比色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9 2016/1/18 2021/1/17 

14 
甘氨酰脯氨酸二肽氨基肽酶测

定试剂盒（酶速率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58 2016/1/29 2021/1/28 

15 
前白蛋白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3 2016/1/29 2021/1/28 

16 血氨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87 2016/2/23 2021/2/22 

17 唾液酸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7 2016/2/5 2021/2/4 

18 
亮氨酸氨基转肽酶测定试剂盒

（比色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85 2016/2/23 2021/2/22 

19 
甘胆酸（CG）测定试剂盒（均相

酶免疫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305 2017/9/15 2022/9/14 

肾功能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尿素测定试剂盒（脲酶 UV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8 2016/2/5 2021/2/4 

2 肌酐测定试剂盒（氧化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09 2016/1/8 2021/1/7 

3 尿酸测定试剂盒（酶偶联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86 2016/2/23 2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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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胱抑素 C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

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2 2016/1/8 2021/1/7 

5 
β2-微量球蛋白测定试剂盒（胶

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1 2016/1/29 2021/1/28 

6 
视黄醇结合蛋白测定试剂盒（胶

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2 2016/1/29 2021/1/28 

7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

测定试剂盒（比色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4 2016/1/29 2021/1/28 

8 
尿微量白蛋白测定试剂盒（免疫

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56 2016/1/29 2021/1/28 

9 
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测定试剂盒

（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30 2016/1/19 2021/1/18 

10 
α1-微球蛋白测定试剂盒（胶乳

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3 2015/12/10 2020/12/9 

11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

载蛋白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

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6 2015/12/10 2020/12/9 

血脂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甘油三酯测定试剂盒（GPO-PAP

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93 2015/12/10 2020/12/9 

2 
总胆固醇测定试剂盒（CHOD-PAP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90 2016/2/23 2021/2/22 

3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试剂

盒（直接测定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110 2016/4/18 2021/4/17 

4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测定试剂

盒（直接测定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111 2016/4/18 2021/4/17 

5 
载脂蛋白 A1 测定试剂盒（免疫

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0 2016/1/29 2021/1/28 

6 
载脂蛋白 B测定试剂盒（免疫比

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5 2016/1/29 2021/1/28 

7 
脂蛋白α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

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55 2016/1/29 2021/1/28 

8 游离脂肪酸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2 2016/1/8 2021/1/7 

9 
载脂蛋白 E测定试剂盒（免疫比

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9 2016/1/8 2021/1/7 

心肌酶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乳酸脱氢酶测定试剂盒（乳酸底

物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113 2016/4/18 2021/4/17 

2 
α-羟丁酸脱氢酶测定试剂盒

（酮丁酸底物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115 2016/4/18 20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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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肌酸激酶测定试剂盒（磷酸肌酸

底物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94 2015/12/10 2020/12/9 

4 
肌酸激酶同工酶测定试剂盒（抗

体免疫抑制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2 2015/12/10 2020/12/9 

5 
肌红蛋白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

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1 2015/12/10 2020/12/9 

6 
转铁蛋白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

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92 2015/12/10 2020/12/9 

7 
缺血修饰白蛋白测定试剂盒（游

离钴比色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5 2016/1/18 2021/1/17 

8 
乳酸测定试剂盒（乳酸氧化酶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93 2016/2/23 2021/2/22 

9 
肌钙蛋白Ⅰ测定试剂盒（胶乳增

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7 2016/1/19 2021/1/18 

10 
乳酸脱氢酶同工酶测定试剂盒

（速率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7 2016/1/8 2021/1/7 

11 
尿转铁蛋白（UTRF）测定试剂盒

（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301 2017/9/15 2022/9/14 

无机离子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二氧化碳测定试剂盒（PEP-C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6 2016/1/29 2021/1/28 

2 钙测定试剂盒（偶氮胂 III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70 2016/2/5 2021/2/4 

3 镁测定试剂盒（二甲苯胺蓝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4 2015/12/10 2020/12/9 

4 磷测定试剂盒（紫外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59 2016/1/29 2021/1/28 

5 铁测定试剂盒（亚铁嗪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1 2016/1/8 2021/1/7 

6 
氯测定试剂盒（硫氰酸汞比色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73 2016/2/5 2021/2/4 

7 
铜测定试剂盒（5-Br-PADAP显色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88 2016/2/23 2021/2/22 

8 
锌测定试剂盒（5-Br-PADAP显色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75 2016/2/4 2021/2/3 

9 钾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0 2016/1/8 2021/1/7 

10 钠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71 2015/11/26 2020/11/25 

特种蛋白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超敏 C反应蛋白测定试剂盒（胶

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8 2016/1/8 2021/1/7 

2 
类风湿因子测定试剂盒（胶乳增

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08 2016/1/8 2021/1/7 

3 
抗链球菌溶血素 O测定试剂盒

（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3 2016/1/8 2021/1/7 

4 
补体 C3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1 2016/1/8 2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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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体 C4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14 2016/1/8 2021/1/7 

6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

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71 2016/2/5 2021/2/4 

7 
纤维蛋白原(Fb)测定试剂盒（免

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300 2017/9/15 2022/9/14 

8 

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测

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疫比浊

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303 2017/9/15 2022/9/14 

免疫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免疫球蛋白 A 测定试剂盒（免疫

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95 2015/12/10 2020/12/9 

2 
免疫球蛋白 G 测定试剂盒（免疫

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91 2015/12/10 2020/12/9 

3 
免疫球蛋白 M 测定试剂盒（免疫

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0 2015/12/10 2020/12/9 

4 
α1-抗胰蛋白酶测定试剂盒（免

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69 2016/2/5 2021/2/4 

5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

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9 2015/12/10 2020/12/9 

6 
尿免疫球蛋白 G（UIgG）测定试

剂盒（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304 2017/9/15 2022/9/14 

7 
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测定

试剂盒（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302 2017/9/15 2022/9/14 

8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测定试

剂盒（比色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306 2017/9/15 2022/9/14 

血糖代谢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葡萄糖测定试剂盒（己糖激酶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89 2016/2/23 2021/2/22 

2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试剂盒（胶乳

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100 2016/3/14 2021/3/14 

3 
糖化血清蛋白测定试剂盒（NBT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99 2016/3/14 2021/3/14 

4 
糖化血清白蛋白测定试剂盒（酶

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114 2016/4/18 2021/4/17 

5 β-羟丁酸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92 2016/2/23 2021/2/22 

6 丙酮酸测定试剂盒（酶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94 2016/2/24 2021/2/23 

心血管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循环 湘械注准 20162400057 2016/1/29 2021/1/28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47-IgA注册证.jpg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48-IgG注册证.jpg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49-IgM注册证.jpg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80-PCT注册证.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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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法） 

2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测定试剂盒

（比色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31 2016/1/19 2021/1/18 

3 
髓过氧化物酶测定试剂盒（胶乳

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66 2015/11/26 2020/11/25 

胰腺功能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α-淀粉酶测定试剂盒（EPS-G7

底物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74 2016/2/5 2021/2/4 

2 脂肪酶测定试剂盒（酶速率法） 湘械注准 20162400020 2016/1/8 2021/1/7 

胃炎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胃蛋白酶原 I 测定试剂盒（胶乳

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5 2015/12/10 2020/12/9 

2 
胃蛋白酶原 II测定试剂盒（胶

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88 2015/12/10 2020/12/9 

肿瘤类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特异性生长因子检测试剂盒（比

色法） 
湘械注准 20142400060 2014/12/30 2019/12/30 

POCT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尿酸分析试条（电化学分析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67 2015/11/26 2020/11/25 

2 
胆固醇分析试条（电化学分析

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68 2015/11/26 2020/11/25 

3 血糖分析试条（电化学分析法） 湘械注准 20152400170 2015/11/26 2020/11/25 

4 血糖仪 湘械注准 20172400180 2017/6/28 2022/6/27 

5 血糖血脂分析仪 湘械注准 20172400181 2017/6/28 2022/6/27 

6 血脂多项测试卡 湘械注准 20172400172 2017/6/5 2022/6/4 

7 血糖试条（电化学法） 湘械注准 20172400173 2017/6/5 2022/6/4 

8 葡萄糖质控液 湘械注准 20172400171 2017/6/5 2022/6/4 

9 血糖仪 湘械注准 20152400173 2015/11/26 2020/11/25 

10 血糖尿酸胆固醇三合一分析仪 湘械注准 20152400172 2015/11/26 2020/11/25 

11 血脂分析仪 湘械注准 20182400019 2018/2/11 2023/2/10 

仪器设备类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注册号 批准日期 有效期止 

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湘械注准 20172400327 2017/10/25 2022/10/24 

（4）其他资质和许可 

根据公司提供的业务资质文件，公司开展业务取得的其他资质和许可的情况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81-MPO注册证_6.jpg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56-PGI注册证.jpg
file:///F:/海源/海源证照/产品注册证/生化试剂注册证20个/57-PGII注册证.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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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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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子公司的业务资质和许可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名下现拥有一家全资子公司长沙海源医学

检验有限公司（下称“海源检验”），海源检验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九、

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财产（一）公司的主要财产”。 

报告期内，海源检验持有的业务资质和许可的情况如下： 

（1）《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报告期内，海源检验取得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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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21.11.30

止 

长沙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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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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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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子公司海源检验取得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的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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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业务资质和许可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

司已经取得了开展业务所必需的业务资质和许可文件。 

（三）公司及子公司在中国境外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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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自

设立以来未在中国大陆以外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未在境外开展经营活动。 

（四）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资料，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范围经

历过 1次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10 月 15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Ⅱ

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研发；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Ⅱ类:6840 体外诊

断试剂的销售；Ⅱ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销售；软件开发；通信产品的研

发；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通信设备的制造；计算机软件销售；计算机应用

电子设备销售；通信设备的销售；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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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执照核准为准）”变更为“Ⅱ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通信产品的研发；Ⅱ类：

6840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Ⅱ类：6840 体外诊

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

通信设备、医药原料的销售；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软件开发；

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批发；血浆原料管理咨询；

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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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执照核准为准）”。2016 年 11 月 1 日，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就上述变更事宜向公司核发了《营业执照》。 

除上述变更外，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范围没有发生其他变

更。 

股份公司成立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经营范围未发生过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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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前述经营范围的变更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

发生实质性变更，公司主营业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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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的持续经营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重大业务合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股份公司

已通过历年工商年检，依法报送了各年度报告，最近两年内不存在受到有关有权

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需终止或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公司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

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六）业务开展的合法合规性 

经核查，股份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与《公司章程》、《营业执照》上记载的一

致，且已经取得了开展业务所必需的资质和许可文件。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

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版本）（2013 年修正）》，股

份公司从事的体外诊断类仪器和配套试剂、试条、测试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业务不属于国家限制或淘汰的产业。据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的经营

范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且已

取得开展业务所必需的资质和许可文件，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过重

大变更，且业务明确，主营业务突出，公司的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或潜在的

法律风险。 

八、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条—关联方披露》及公司提供的相关

文件，公司的关联方主要包括： 

1、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的股东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与公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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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丙华 1060 61.27 持股 5%以上股东 

2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1.79 15.71 持股 5%以上股东 

3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86.17 10.76 持股 5%以上股东 

4 
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2.04 12.26 持股 5%以上股东 

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关联方姓名 与公司关联关系 

1 史丙华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持有公司 61.27%股份 

2 李茂元 现任公司董事 

3 罗倩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4 刘跃曾 现任公司董事 

5 曹令响 现任公司董事 

6 蒋松波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7 袁芳 现任公司监事 

8 江聪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9 郭子术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以上关联方的具体情况，详见“十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变化。” 

3、公司控股的企业 

公司名称 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股东 持股比例 

长沙海源医学检

验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沙 130万元 海源医疗 100% 

4、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1）姜志华，女，身份证号码：43011119760229****，系股东史丙华配偶，

现持有海润生物 28.065%股权份额。 

（2）史文杰，男，身份证号码：43011120050330****，系股东史丙华之子，

现持有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3.87%的股权份额。 

（3）李敏，女，身份证号码：43900419860720****，系董事李茂元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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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 10 月 10 日起至今在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4）朱熙，男，系公司监事江聪配偶。 

5、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

企业 

根据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企业情况》、《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声明》以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情况如下：  

（1）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9月 23日，现持有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582777695B 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2 万元，法定代表人曹令响，经营期限至 2031 年 9 月 22

日止，住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麓龙路 209 号金荣誉峰翡翠花园 F 栋 2层 205房，

经营范围为“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零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

器械、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生物制品、医药原

料的销售；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化学药制剂的批发；化工产品、生物制品的研

发；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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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长沙润美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 90%股权，姜志华持有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0%股权。 

（2）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现持有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MA4L1MDW3Y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 500 万人民币元，法定代表人史丙华，经营期限至 2065 年 11 月 10

日止，住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 501 房，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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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技术开发服务；土地整理、复垦；谷物种植；鱼种培育、养殖（限分支

机构）；育苗基质的生产（限分支机构）；茶叶的生产（限分支机构）；保健食

品生产（限分支机构）；饮料生产（限分支机构）；卫生用品生产（限分支机构）；

化妆品生产（限分支机构）；营养食品制造（限分支机构）；白酒制造（限分支

机构）；啤酒制造（限分支机构）；黄酒制造（限分支机构）；葡萄酒制造（限

分支机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食品生产技术转让；养殖技

术的应用；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卫生用品的研发；农产品初级、林产品初

级、茶叶、精制茶的加工；茶叶作物及饮料作物的批发；国产酒类、食品、保健

食品、非酒精饮料及茶叶、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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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史丙华持有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0%股权，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 

（3）北京海润厚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厚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月 28日，现持有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6MA003EB951 的《营业

执照》，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郭敬义，经营期限至 2036年 1月 27

日止，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万兴路 1号院 1号楼 16层 1602，经营范围为“技术

推广服务；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销售医疗器械 I、II类、电子

产品、摄影器材、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日用品、化妆品、工艺美术品；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经济贸易

咨询；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北京海润厚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持有北京海润厚德

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4）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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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营业期限至 2066 年 10 月 9 日，现持有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11MA4L6QGK2X 的《营业

执照》，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敏，住所为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

389号东澜湾嘉园二期 5栋 902房，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研发；电子产品检测；

货物检验代理服务；电子产品、教学仪器、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

及监控化学品）、化学试剂和助剂（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产品、

建材、装饰材料、机电设备、办公用品、电子元器件的销售；仪器仪表修理、批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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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李茂元现持有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股

权，李茂元配偶李敏现持有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5）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7年 3月 4日，营业期限至 2067 年 3月 3日，现持有长沙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21MA4LD5JT69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静，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鹿芝岭村桂

花园组 120号，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研发；电子产品（不

含电子出版物）检测；货物检验代理服务；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教学

仪器、化学试剂和助剂（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金属材料、建材（不

含油漆）、新型装饰材料、机电设备、办公用品、电子元器件的销售；仪器仪表

修理、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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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李茂元现担任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6）绍兴麦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绍兴麦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4年 5月 9日，营业期限至 9999 年 9月 9日，现持有绍兴市越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602307530460E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 50万元，法定代表人楼力，住所为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二环北路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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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310-1 室，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研发；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销售：无需前置审批的医疗器械，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蒋松波持有绍兴麦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0%的股

权，并在该公司担任监事。 

（7）宁乡林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乡林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6年 2月 22日，营业期限为长期，现持有宁乡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24MA4L2XDY5H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为 800万元，法定代表人江聪，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横市镇合金村三合组，

经营范围为“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休闲农业项目开发经营；育苗基质的生产；土地流转

服务；林木育苗；造林和育林；牲畜饲养；家禽饲养；其他畜牧业；内陆养殖；

内陆捕捞；谷物、豆类、油料和薯类、棉、麻、糖、烟草、蔬菜、食用菌、花卉、

水果、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中药材、其他经

济作物的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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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江聪持有宁乡林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并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6、曾经的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概述 

1 依护网（长沙）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海源医疗原全资子公司，海源医疗于 2017年 12

月 27日将持有依护网（长沙）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全部转让 

2 湖南莱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源医疗原控股子公司，海源医疗于 2017年 10

月 13日将持有湖南莱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全部转让 

3 长沙润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技术研究所（有限合伙） 

海源医疗股东海润生物控制的企业，海润生物于

2017年 8月 1日将持有长沙润华医用高分子材

料技术研究所（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转让 

4 长沙重建外科整形研究所（有限合伙） 
海源医疗实际控制人史丙华控制的企业，史丙华

于 2017年 7月 21日将持有长沙重建外科整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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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转让 

5 钟振平 海源医疗原董事，于 2017年 12月 6日免职 

注：“长沙润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技术研究所（有限合伙）”曾用名为“长沙海润医用高

分子材料技术研究所（有限合伙）”。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主要股东史丙华还持有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长沙海润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伙份额或股权（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五、公司的发起人和股

东”）。 

（二）关联交易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及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股份公司

及其前身在 2016年度、2017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序号 采购方 销售方 采购内容 签约时间 履行情况 

1 海源医疗 
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检验仪器一台，含税价 18万元整 2017.4.26 履行完毕 

2 海源医疗 
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检测仪器一台，含税价 9万元整 2017.4.26 履行完毕 

3 海源医疗 
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检测仪器一台，单价 16万元 2017.9.10  履行完毕 

4 海源医疗 
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检测仪器一台，单价 12万元 2017.5.24 履行完毕 

5 海源医疗 
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检测仪器配件费用，总价 1.53万

元 
2017.5.24 履行完毕 

6 海源医疗 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 清洗液，总价 2300元 2017.7.19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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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根据上述采购合同内容以及公司的说明,海源医疗关联采购的上述检测仪器

用于公司内部培训和研发使用。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3、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的情况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房屋位置 租金 租赁期限 签约日期 履行情况 

海润生物 海源医疗 

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

房三第 5 层、第 6层、

第 7层部分房屋共计

1648.3 ㎡ 

42855.8元/月；

按季度支付，提

前一周支付下一

季度租金 

10年，

2016.1.1-2025.12.31 
2015.12 25 履行完毕 

海润生物 海源医疗 

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

房三第 5 层、第 6层、

第 7层房屋共计

2233.32 ㎡ 

58066元/月；按

季度支付，提前

一周支付下一季

度租金 

2016.9.1-2025.12.31 2016.9 1 正在履行 

注：因海源医疗扩大租赁面积需要，经协商一致，海源医疗已与海润生物提前解除双方

于 2015 年 12月 2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海源医疗与海润生物于 2016年 9月 1日签

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 

4、关联收购 

①收购海源检验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应《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资料，

2017年 7月 22日，海源检验股东史丙华、姜志华分别与海源医疗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史丙华、姜志华分别将其持有的海源检验 32.5 万元、13 万元的出资

额以 32.5 万元、1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源医疗，海源医疗同意受让。 

2017 年 7月 28日，海源检验股东史丙华、姜志华分别与海源医疗签署《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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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史丙华、姜志华分别将其持有的海源检验 32.5 万元、13 万元的出资

额以 0元的价格转让给海源医疗，海源医疗同意受让。 

2017 年 8月 25 日，海源检验办妥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海源医疗持

有海源检验 100%的股权份额。 

②收购依护网 

根据依护网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2016

年 7月，依护网股东史丙华、姜志华分别与海源医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

充协议》，史丙华、姜志华分别将其持有的依护网 30 万元、10 万元出资额无偿

转让给海源医疗，海源医疗同意受让。 

2016 年 7月 25 日，依护网办妥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海源医疗持有

依护网 100%的股权份额。 

5、关联借贷 

根据海源医疗提供的相关协议，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海源医疗关联借款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人 出借人 借款内容 
执行情况 

履行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1 海源医疗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同） 

借款金额：199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89万 
2016/11/21- 
2017/10/19 

履行完毕 

110万 
2016/11/21- 
2017/12/04 

履行完毕 

2 海源医疗 姜志华 
借款金额：15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150万 

2016/10/21- 
2017/10/19 

履行完毕 

3 海源医疗 史丙华 
借款金额：4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10万 
2016/3/8- 
2016/3/22 

履行完毕 

10万 
2016/3/16- 
2016/3/22 

履行完毕 

10万 
2016/3/17- 
2016/4/21 

履行完毕 

10万 
2016/4/18- 
2016/4/21 

履行完毕 

4 海源医疗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借款金额：15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15万 

2016/10/29- 
2017/12/15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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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源医疗 史丙华 
借款金额：1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5万 
2017/4/14- 
2017/10/19 

履行完毕 

5万 
2017/4/17- 
2017/10/19 

履行完毕 

6 海源医疗 
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借款金额：55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250万 
2017/1/19- 
2017/12/18 

履行完毕 

100万 
2017/3/3- 
2017/12/18 

履行完毕 

150万 
2017/3/17- 
2017/12/4 

履行完毕 

50万 
2017/6/14- 
2017/12/4 

履行完毕 

7 海源医疗 
长沙润华医用高分子材
料技术研究所（有限合

伙） 

借款金额：45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45万 

2017/3/27- 
2017/12/4 

履行完毕 

借款金额：5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50万 

2017/6/29- 
2017/12/4 

履行完毕 

8 海源医疗 朱熙 
借款金额：1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5万 
2017/4/17- 
2017/10/19 

履行完毕 

5万 
2017/4/18- 
2017/10/19 

履行完毕 

9 海源医疗 江聪 
借款金额：2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5万 
2017/4/18- 
2017/10/26 

履行完毕 

10万 
2017/4/18- 
2017/10/27 

履行完毕 

5万 
2017/4/18- 
2017/10/30 

履行完毕 

10 海源医疗 长沙海润生物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360万元；借
款用途：生产经营资金；

不计息 

50万 
2017/1/17- 
2017/3/17 

履行完毕 

30万 
2017/2/13- 
2017/3/17 

履行完毕 

20万 
2017/2/16- 
2017/3/17 

履行完毕 

10万 
2017/4/12- 
2017/3/17 

履行完毕 

50万 
2017/5/26- 
2017/12/5 

履行完毕 

50万 
2017/7/17- 
2017/12/5 

履行完毕 

50万 
2017/8/4- 
2017/12/5 

履行完毕 

50万 
2017/8/9- 
2017/12/5 

履行完毕 

50万 
2017/8/10- 
2017/12/15 

履行完毕 

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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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根据公司提供的还款凭证，史丙华已于 2018年 3月 30日向公司归还备用金 7000

元整；②根据公司提供的发票及付款申请单，李茂元已于 2018年 3月 19日归还备用金 46000

元整。 

7、关联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汽车贷款合同》，史丙华为公司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借人 保证人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范围 签约时间 

1 

梅塞德斯-

奔驰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 

史丙华 
连带责任

保证 

自保证人签章之

日起至被担保债

权诉讼时效届满

之日起 2年止 

贷款本金（人民币 56万元

整）及利息、逾期利息、复

利、借款人应付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贷款人垫付保险

费及利息、以及实现债权和

抵押权的其他应付费用 

2016.5.13 

8、专利权转让 

根据公司提供的《专利权转让协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

的《手续合格通知书》，海润生物将持有的专利转让给海源医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人 受让人 转让内容 转让费 履行情况 签约时间 

1 海润生物 海源医疗 

发明专利名称：一种能识别胶片的

智能胶片打印机及识别胶片的方

法，专利号：201210482817.8 

无偿 履行完毕 2016.2.21 

（三）关联交易的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海源医疗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和议事规则中，

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以及避免关联方资金占用进行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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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面余额（元） 账面余额（元） 

其他应收款 李茂元 46,000.00 -- 

其他应收款 史丙华 7,000.11 0.11 

其他应付款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77,952.15 369,234.06 

其他应付款 姜志华 -- 1,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990,000.00 

其他应付款 史丙华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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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相关决议，公司已建立

了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制度，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制度合法有效，能为公

司规范关联交易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文件，股份公司成立

后，公司已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就股份公司成

立后发生的关联交易及关联交易履行期限发生在股份公司成立后的关联交易，履

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股份公司就股份公司成立后发生的关联交易及关联交易履

行期限发生在股份公司成立后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决议有效。 

（四）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关联方与海源医疗之间的关联关系，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分别出具了《避免及规范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函》，承诺如下： 

本人、本人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等权益

的情况。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避免关联交易和资金往来，如无法避免关联交

易，将按照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湖

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保障其规范性和公允性。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会通过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谋求不正当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

及其中小股东的权益。 

关联交易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按国家物价部门的规定执行；在国

家物价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不高于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市场条件，由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以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合法、有效。 

（五）同业竞争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根据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调查和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史丙华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史丙华持有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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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32.41%的财产份额，在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8.065%的股权份额，在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持有长沙润源海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1%的财产份额，在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0%

股权，在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史丙华及其配偶姜志华、儿子史文杰共同持有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史丙华能够控制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根据长沙海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调查问卷》，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长沙润美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 90%的股权份额，持有北京海润厚德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份额。 

综上，史丙华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有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沙润

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海润厚德科技有限公司、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长沙生基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2、关于同业竞争的认定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是“Ⅱ类:6840体外诊

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通信产品的研发；Ⅱ类:6840 体外诊断

试剂、Ⅱ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Ⅱ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通信设备、医药原料的

销售；通信设备、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软件开发；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

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批发；血浆原料管理咨询；医疗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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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海源检验的经营范围是“医学检验技术开发；医学检验技术服务；

医学检验科；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维修；医学检验技术咨询；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Ⅱ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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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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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公司及子公司与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润源海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对

比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同业竞争的

认定 

1 

长沙莱华企业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商业活动的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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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不

重合，不存在

同业竞争 

2 

长沙润源海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业信息咨询；营养健康咨询服务；

医疗器械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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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不

重合，不存在

同业竞争 

3 
长沙生基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开发服务；土地整理、复垦；谷物种植；鱼种培

育、养殖（限分支机构）；育苗基质的生产（限分支机构）；

茶叶的生产（限分支机构）；保健食品生产（限分支机构）；

饮料生产（限分支机构）；卫生用品生产（限分支机构）；

化妆品生产（限分支机构）；营养食品制造（限分支机构）；

白酒制造（限分支机构）；啤酒制造（限分支机构）；黄

酒制造（限分支机构）；葡萄酒制造（限分支机构）；国

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食品生产技术转让；

养殖技术的应用；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卫生用品的

研发；农产品初级、林产品初级、茶叶、精制茶的加工；

茶叶作物及饮料作物的批发；国产酒类、食品、保健食品、

非酒精饮料及茶叶、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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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不

重合，不存在

同业竞争 

注：海源医疗及子公司海源检验的经营范围见本章节。 

根据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海润厚

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和相关业务资质许可文件，公司及子公司与长沙

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海润厚德科技有限公

司业务对比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许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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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源医疗 经营范围见本章节 

许可经营范围：第Ⅱ医疗

器械（6840体外诊断试剂

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

许可经营方式：批发 

2 海源检验 经营范围见本章节 

许可经营范围：第Ⅱ医疗

器械（含 6840体外诊断试

剂），许可经营方式：批

发； 

许可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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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润生物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医疗器械技术开发；医疗器械技

术转让服务；生物制品、Ⅱ类:6810矫形外科（骨科）

手术器械、Ⅱ类: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

备、Ⅱ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Ⅱ类:6866医用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电子产品、机电产品的研发；软

件开发；Ⅱ类: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Ⅱ

类: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Ⅱ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三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肥

皂及合成洗涤剂、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的制造；Ⅱ

类: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Ⅱ类:6822医用

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6864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Ⅱ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三类医

疗器械、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电子产

品、机电产品的销售；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下经营范围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

及财政信用业务：以自有资产进行医疗领域的投资、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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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生产范围：二类：

6864-2-敷料、护创材料，

6866-2-妇科检查器械，

6866-5-呼吸麻醉或通气

用气管插管； 

备案生产范围：一类：6831

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附

件、6858医用冷疗、低温、

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医

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4 润美医疗 

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零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

械、三类医疗器械、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不含

危险及监控化学品）、生物制品、医药原料的销售；

许可经营范围：第Ⅱ医疗

器械（不含 6840体外诊断

试剂）；许可经营方式：



 - 65 - / 98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化学药制剂的批发；化工产品、

生物制品的研发；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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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 

5 海润厚德 

技术推广服务；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销售医疗器械 I、II类、电子产品、摄影器材、文具

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通讯设备、日用品、化妆品、工艺美术品；企业

管理咨询；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范围：二类：

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

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

器设备，6864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

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许可

经营方式：批发 

经本所律师实地盘点海源医疗、海源检验、海润生物、润美医疗的库存产品，

海源医疗、海源检验的库存产品主要是体外诊断试剂，属于第二类 6840 医疗器

械产品，海润生物、润美医疗的库存产品主要是海润生物生产的产品，属于第二

类 6864 医疗器械产品，海源医疗、海源检验与海润生物、润美医疗销售的产品

子目录类别不同；经本所律师核查各公司客户、供应商情况，二者之间虽存在少

数重合客户和供应商，经核对销售明细，海润生物、润美医疗向前述重合客户销

售的产品属于第二类 6864 医疗器械，海源医疗、医学检验向重合客户销售的产

品属于第二类 6840 医疗器械，海源医疗、海源检验与海润生物、润美医疗不存

在向重合客户销售同一或同子目录类别的产品的情形；经核对采购明细，抽查重

合供应商同类同质产品采购单价，采购单价相同，不存在控股股东通过转移定价

的方式损害海源医疗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经本所律师实地走访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建管处了解到，囿

于湖南地区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统一制式问题，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核准的

经营范围只对有特殊运输、贮存要求的产品进行备注说明，经营范围暂只能按风

险程度由低到高的管理类别细分为三类，而无法细分到每一管理类别的子目录。

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积极研究改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统一制式，以

便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经营范围更好体现企业生产、经营方向和企业定位。 

根据海润生物出具的声明和承诺，海润生物成立于 2009年 4 月 24日，海润

生物生产、经营方向为无菌医疗器械产品，主要是皮肤创伤类产品，含功能性敷

料类、促生长修复敷料类、止血材料类、祛疤护理类等产品，产品主要在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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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科、外科使用。海润生物的控股子公司润美医疗系海润生物的销售公司，润

美医疗只经营海润生物生产的产品。 

海源医疗系于 2011 年 9 月开始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成为史丙华的控股公

司，海润生物与海源医疗同作为史丙华控股公司，海润生物开展医疗器械生产经

营的时间早于海源医疗；海润生物承诺，海润生物及其控股子公司润美医疗今后

将只在现有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产品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即海润生物、

润美医疗只生产、销售二类：6864-2-敷料、护创材料，6866-2-妇科检查器械，

6866-5-呼吸麻醉或通气用气管插管以及一类：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附件、

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产品。如海

润生物、润美医疗超过前述范围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海润生物承诺，同意将所

取得超范围收入全部无偿转移给海源医疗。 

同时，海润生物承诺，及时将持有的海润厚德的股权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

三人或及时注销海润厚德，并承诺，日后如有超出海润生物、润美医疗生产、经

营产品范围之外的业务机会，海润生物、润美医疗愿意将该业务机会无偿提供给

海源医疗。 

根据海源医疗出具的声明和承诺，海源医疗主要致力于生产、经营体外诊断

IVD类检测产品，主要用于检验科和床边诊断。囿于湖南地区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凭证统一制式无法细分到每一管理类别的子目录的问题，海源医疗及子公司海源

检验目前持有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经营范围不能有针对性地体现海源医疗

及子公司海源检验的产品定位和市场方向。海源医疗承诺，如长沙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换发新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将及时换证，修改经营范围。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海润生物、海润厚德、润美医疗虽然与海源医疗、

海源检验同属医疗器械领域，但从细分方向来看，两者在生产设备、产品原料、

管理体系、研发方向、生产工艺、终端用途、销售对象均有很大不同，并不存在

实质的同业竞争。因此，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实际

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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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与公司签订了《保密

协议》，以保护公司合法权益； 

本人/机构将不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或者参与任何在商业

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将不直接或者间接开展对公司有竞争或者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或委派他人担任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如本人/机构开展了与公司相竞争业务，本人/机构承诺将所取得收入全部无

偿转移给公司。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承诺。 

本人/机构完全知悉所作上述声明及承诺的责任，如该等声明及承诺有任何

不实，本人/机构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 

根据公司提供的《保密协议》，公司已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签订了《保密协议》，与核心研发人员签订《竞业禁止协议》。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合法有效。 

九、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公司的主要财产 

1、房屋 

（1）房屋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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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固定资产明细表》及财务负责人的说明，公司未购置自有

房屋，公司名下没有拥有房屋。 

（2）租赁房屋 

根据公司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付款凭证等资料，报告期内，公司租赁的房

屋情况如下： 

出租方 房屋位置 租金 租赁期限 签约日期 履行情况 

海润生物 

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第 5

层、第 6层、第 7层部分

房屋共计 1648.3 ㎡ 

42855.8 元/月；按

季度支付，提前一周

支付下一季度租金 

10年，

2016.1.1-2025.12.31 
2015.12 25 履行完毕 

海润生物 

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第 5

层、第 6层、第 7层房屋

共计 2233.32 ㎡ 

58066 元/月；按季

度支付，提前一周支

付下一季度租金 

2016.9.1-2025.12.31 2016.9 1 正在履行 

2、土地使用权 

根据公司提供《固定资产明细表》及其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名下目前未拥有其他土地使用权。 

3、知识产权 

（1）商标权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登陆中国商标网

（http://sbj.saic.gov.cn/）进行查询，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的

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人 商标 注册号 国际分类 取得方式 专用权期限 

1 海源有限 

 

21879036 5 原始取得 
2017.12.28- 

2027.12.27 

2 海源有限 
 

21878584 10 原始取得 
2017.12.28- 

202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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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发明专利证书》、《手续合格通知书》、《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取得的专利权

有 9项，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发明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申请号 专利权人 取得方式 专利状态 

取得（申

请）时间 

1 

一种能识别胶片的

智能胶片打印机及

识别胶片的方法 

发明 ZL201210482817.8 海源有限 继受取得 授权 2016.3.3 

2 
一种快速检测糖化

血红蛋白的试纸条 
发明 ZL201610030407.8 海源有限 原始取得 授权 2017.5.31 

3 
一种用于生物传感

器的金电极 

实用

新型 
ZL201620895411.6 海源有限 原始取得 授权 2017.2.8 

4 

一种适用于配置大

容量体外诊断生化

试剂的搅拌容器 

实用

新型 
ZL201620962654.7 海源有限 原始取得 授权 2017.2.22 

5 

一种具有高灵敏度

与准确度的干试条

结构 

实用

新型 
ZL201620923725.2 海源有限 原始取得 授权 2017.2.8 

6 
一种可调节占位体

积的生化试剂瓶 

实用

新型 
ZL201620855914.0 海源有限 原始取得 授权 2017.2.8 

7 一种精准血糖仪 
实用

新型 
201721087760.6 海源医疗 原始取得 授权 2018.2.7 

8 

一种具有精准控制

结构的血脂多项测

试卡 

实用

新型 
201721135281.7 海源医疗 原始取得 授权 2018.2.9 

9 
一种便携式多功能

血糖血脂分析仪 

实用

新型 
201721161420.3 海源医疗 原始取得 授权 2018.2.12 

（3）域名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ICP/IP 地址 /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网站，

（http://www.miitbeian.gov.cn/publish/query/indexFirst.action），并核查

公司提供的《顶级国际域名证书》，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拥有 2 个域

名，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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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单位 域名 备案/许可证号 审核通过时间 

1 海源医疗 hnhaiyuan.net 湘 ICP备 16002631号-1 2017.10.25   

2 海源医疗 hnhy.site 湘 ICP备 16002631号-2 2017.10.25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海源医疗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公司取得的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的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首次发

表日期 

权利取得

方式 
发证日期 发证单位 

1 
QR-101血糖仪软件[简

称：QR-101]V1.0 

软著登字第

2181939号 
2017.7.6 原始取得 2017.11.1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版权局 

2 

血糖尿酸胆固醇三合

一分析仪软件[简称：

HY-GUC] V1.0 

软著登字第

1461883号 
2014.6.1 原始取得 2016.10.8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版权局 

3 
血糖仪软件[简称：

HR-BGA]V1.0 

软著登字第

1462238号 
2014.5.1 原始取得 2016.10.8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版权局 

4 
血糖血脂分析仪软件

[简称：QR-201]V1.0 

软著登字第

2189619号 
2017.8.8 原始取得 2017.11.3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版权局 

5 
即时检验信息系统[简

称：TIS]V1.0 

软著登字第

2183352号 
2017.8.8 原始取得 2017.11.1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版权局 

（5）著作权 

根据海源有限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公司取得的著作权的情况如下： 

序号 作品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作品

类别 
发证日期 发证单位 

1 

 

作品名称：海源医疗 

渝作登字

-2015-F-00117592 
2015.10.26 美术 2015.11.18 

重庆市版

权局 

4、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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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源医疗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公司提交的《固定资产明细表》，

公司拥有 1辆机动车，具体情况如下： 

所有人 品牌型号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码 注册日期 车辆状态 

海源医疗 梅塞德斯-奔驰 WDCDA2DB WDCDA2DBXGA683037 64282641751932 2016.5.17 抵押 

5、主要经营设备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提交的《固定资产明细表》，

大额固定资产购置发票，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拥有账面价值为

7,365,404.97元办公设备、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经营设备。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大额固定资产购置发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海源医疗拥有上述经营设备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 

6、股权投资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在境内拥有 1家全

资子公司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1、海源检验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根据海源检验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网站，海源检验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MA4L3CYJ4N的《营业执照》，海源检验成立

于 2016 年 3月 23 日，法定代表人李茂元，注册资本 130万元，营业期限自 2016

年 3 月 23 日至 2066 年 3 月 22 日，住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229 号海凭园

生产厂房三 601房，经营范围为“医学检验技术开发；医学检验技术服务；医学

检验科；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维修；医学检验技术咨询；Ⅱ类:6840临

床检验分析仪器、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剂、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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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海源检验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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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出具日，海源检验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 100 

合计 130 100 

（2）主要历史沿革 

根据海源检验的工商登记资料等文件，海源检验的历史沿革如下： 

①海源检验的成立 

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月 23日，由自然人史丙华、姜

志华和法人海源有限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130万元，实缴资本 130万元。

其中货币出资 130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100%。 

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取得长沙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

为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史丙华；注册资本为 130万元；住

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229号海凭园生产厂房三 601房；经营范围为医学检

验技术开发；医学检验技术服务；医学检验科；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维

修；医学检验技术咨询；Ⅱ类: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Ⅱ类:6840 体外诊断试

剂、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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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源检验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4.5 65 货币 

2 史丙华 32.5 25 货币 

3 姜志华 13 10 货币 

合计 130 100 - 

2、海源检验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6年 7月 22 日，海源检验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史丙华将

其持有的海源检验 32.5 万元（实缴 0 万元）的出资全部转让给海源医疗，史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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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退出；股东姜志华将其持有的海源检验 13 万元（实缴 0 万元）的出资全部转

让给海源有限，姜志华退出。 

当日，股东史丙华与海源医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史丙华将其持有的海

源检验 32.5万元的出资以 32.5万元转让给海源医疗；股东姜志华与海源医疗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姜志华将其持有的海源检验 13 万元的出资以 13 万元转让

给海源医疗。 

2016年 8月 25 日，海源检验就上述变更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转让完成后，海源检验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

式 

1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30 0 100 货币 

合计 130 0 100 - 

注：由于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目前的股东名称已经变更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变更法定代表人、高管 

2018 年 1月 15 日，海源检验召开股东会，一致确认公司股东湖南海源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免去史丙华执行

董事、经理职务，重新任命李茂元为执行董事、经理，免去姜志华监事职务，重

新任命刘黎为监事，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新的执行董事担任；通过公司新的章

程；指定公司莫余艳办理本公司变更登记事宜。 

2018年 3月 9 日，海源检验就上述变更事宜完成工商变更备案手续。 

根据海源检验提供的 2016 年年度检验报告、《公司章程》、海源检验出具的

说明、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

分局、长沙市高新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一科、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证明等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海源检验已通过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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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年检，不存在受到有关有权部门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未出现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二）子公司的财产 

1、房屋 

（1）房屋所有权 

根据海源检验出具的说明，海源检验未购置自有房屋，其名下没有拥有房屋。 

（2）租赁房屋 

根据海源检验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付款凭证、相应发票等资料，报告

期内，海源检验租赁的房屋有 2处，具体如下： 

出租方 房屋位置 租金 租赁期限 签约日期 履行情况 

潘慧燕 
长沙市雨花区新建东

路阳光锦城一栋

1914-1920 

月租金：7500

元； 
2017.1.1-2020.12.31 2013.10 28 正在履行 

海源医

疗 

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

路 229号海凭园生产

厂房三 601房 

无偿 2016.3.1-2021.12.31 2016.3.15 正在履行 

2、土地使用权 

根据海源检验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海源检验名下目前未取

得土地使用权。 

3、知识产权 

（1）商标权 

根据海源检验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登陆中国商标网

（http://sbj.saic.gov.cn/）进行查询，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海源检验未

取得注册商标。 

（2）专利权 

根据海源检验出具的书面说明，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海源检验未取得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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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3）域名 

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工业和信息化部 ICP/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

网站（http://www.miitbeian.gov.cn/），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海源检验

未取得注册域名。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海源医疗及子公司拥有上述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综

上，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财产系其合法拥有，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十、公司及子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1、采购合同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相关发票，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在报告期内的重大采购合同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采购方 供应方 采购内容 

合同类型/

标的额 
履行情况 合同有效期 签约日期 

1 海源医疗 
北京达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抗原、抗体类、化

学试剂、酶类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5 

2 海源医疗 
北京德奥平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抗原、抗体类、化

学试剂、酶类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1.1 

3 海源医疗 
北京迪迈医学诊

断技术有限公司 

抗原、抗体类、化

学试剂、酶类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1.15 

4 海源医疗 
山东博科生物产

业有限公司 

抗原、抗体类、化

学试剂、酶类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5 

5 海源医疗 
上海聚创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抗原、抗体类、化

学试剂、酶类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5 

6 海源医疗 
元升生物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抗原、抗体类、化

学试剂、酶类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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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源医疗 
长沙信肯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 

东芝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280万元 履行完毕 -- 2017.11.13 

8 海源医疗 
东方国际招标有

限责任公司 

东芝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杭州惠邦

纯水机等 

429万元 正在履行 
2016.11.31

前 
2015.11.15 

9 海源检验 
湖南君盛和康生

物医疗有限公司 

希森美康血凝及东

曹发光等产品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7.4.15 

10 海源检验 
湖南省景瑞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试剂、校准

品、质控品、清洗

液及耗材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2017.1.1 

-2020.12.31 
2017.1.10 

11 海源检验 
上海长岛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凝血酶原时间测定

试剂及特殊耗材等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7.1.2. 

12 海源检验 

深圳市凯特生物

医疗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电解质分析仪及配

套试剂产品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2.9 

13 海源检验 
深圳市越华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电解质分析仪及配

套试剂产品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7.3.1 

14 海源检验 
亚能生物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 

人乳头瘤病毒基因

分型（23 型）检测

试剂盒、人乳头瘤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盒及耗材产品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6.12.15 

15 海源检验 
珠海健帆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血液

灌流器、DNA免疫

吸附柱等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7.8.1- 

2017.12.31 
2017.7.20 

16 海源检验 
长沙深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经销产品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 2017.1.1 

2、销售合同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发货物流单、提货单、及相关发票，并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在报告

期内的重大采购合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销售方 采购方 销售内容 

合同类型/

标的额 
履行情况 合同有效期 签约日期 

1 海源医疗 湖南君盛和康生物医

疗有限公司 
生化试剂产品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5年， 2017.10.25 

2 海源医疗 成都博科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生化试剂产品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 201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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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源医疗 长沙市宝汇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特异性生长因子检

测试剂盒（比色法）

试剂盒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6.6.14 

-2017.6.13 
-- 

4 海源医疗 湖南三鑫医药有限公

司 

特异性生长因子检

测试剂盒（比色法）

试剂盒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6.6.1 

-2017.5.31 
-- 

5 海源医疗 湖南时代阳光医药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 

肌红蛋白测定试剂

盒等产品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5.8.1 

-2015.12.31 
2015.8.1 

6 海源医疗 长沙乐浩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生化试剂类产品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7.3.1 

-2018.3.1 
2017.3.6 

7 海源医疗 河南康纳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特异性生长因子

检测试剂盒（比色

法）试剂盒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6.2.1 

-2017.1.31 
2016.4.20 

8 海源医疗 
湖南伊普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碱性磷酸酶测定

试剂盒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2017.4.18- 

2022.4.17 
2018.2.26 

9 海源检验 
平江县第一人民医

院 

血凝试剂系列产

品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7.1.1-20

17.12.31 
2017.5.17 

10 海源检验 湘阴县人民医院 
化学发光试剂产

品 
框架协议 履行完毕 

2017.1.1-20

17.12.31 
2017.1.5 

3、委托开发合同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委托内容 委托费用 履行情况 签约日期 

1 海源医疗 
湖南景远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 

按海源医疗《血糖仪需求说明

书》、《血糖血脂分析仪需求说明

书》的要求对血糖仪进行开发以

及血糖血脂分析仪进行升级 

9.54万元（含

税） 
正在履行 2017.3.20 

2 海源医疗 
郑州阿信科技有

限公司 

血糖试条、血脂多项测试卡、血

糖仪、血糖血脂分析仪、葡萄糖

质控液等 5个产品的研发技术支

持 

10.32万元 履行完毕 -- 

3 海源医疗 
湖南海智汇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开发海源医疗即时检测信息

系统应用软件 
13万元 正在履行 2017.1.17 

4 海源医疗 中南大学 
靶向 MS4A12基因对结肠癌治疗

作用的研究 
26万元 履行完毕 2016.3.1 

5 海源医疗 杨建泉 

尿酸仪、胆固醇仪、三合一分析

仪硬件原理设计、电子元器件选

型、仪器软件技术研发 

5.2万元 履行完毕 2017.3.14 

4、销售渠道转让协议 

序号 受让方 转让方 委托内容 受让对价 合同类型 履行情况 签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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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源检验 
湖南医雅科

技有限公司 

由海源检验受让湖南医

雅科技有限公司原在华

容县人民医院、平江县第

一人民医院、湘阴县人民

医院、湘岳医院体外诊断

试剂的销售渠道及其元

投入设备的管理权 

不直接支付对价，

由海源检验在 3

年内向湖南医雅

科技有限公司指

定第三方采设备

所需耗材、维修服

务及市场服务 

框架协议 正在履行 2016.11.1 

5、借款及担保合同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提供的《汽车贷款合同》、《汽车抵押合同》（编

号:MB-A523135000）、《借款合同》，公司及子公司的借款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人 出借人 借款内容 担保情况 借款期限 履行情况 签约日期 

1 海源医疗 

梅塞德斯-奔驰

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 

借款金额：56

万元；贷款年

利率：5.99% 

（1）保证人：史

丙华，连带保证

责任；（2）抵押

担保：梅塞德斯-

奔驰汽车 

36个月 

正在履行，截至

2017年12月31

日，余

264,436.00未

清偿 

2016.5.13 

2 海源检验 
湖南医雅科技有

限公司 

根据海源检验

需求由湖南医

雅科技有限公

司分次借款给

海源检验，借

款年利息 7.2% 

-- 
2016.12.1- 

2020.11.30 

正在履行，截至

2017年12月31

日， 

2016.11.30 

报告期内，公司的其他借款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企业信用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

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除前述披露的借款及担保情况外，公司及子公司

不存在其他正在履行的借款及担保合同。 

经公司及子公司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正在履行

或已经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法有效，公司及子公司履行该等重大合同不存在法律风险和重大纠纷。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及

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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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重大债权债务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根据公及子公司的书面说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

所经办律师核查，除本意见书“八、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

易”已经披露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资金往来外，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及相互担保的情况。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及子公司书面说明，并经

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除本意见书已经披露的关联方往来款外，公司及子公司其他

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为正常经营所产生且在合理范围内，不存在对公司及子公

司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潜在偿债风险。 

十一、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公司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增资 5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内容 注册资本变动 会议决议 会议日期 其他情况 

1 第一次增资 
由 300万元增至

1000万元 
股东会决议 2016.3.23  

已验资，已办妥工

商登记备案手续 

2 第二次增资 
由 1000万元增至

1050万元 
股东会决议 2016.7.10  

已验资，已办妥工

商登记备案手续 

3 第三次增资 
由 1050万元增至

1117万元 

董事会决议 2017.9.5 已验资，已办妥工

商登记备案手续 股东会决议 2017.9.20  

4 第四次增资 
由 1117万元增至

1273万元 

董事会决议 2017.10.15 已验资，已办妥工

商登记备案手续 股东会决议 2017.10.30 

5 第五次增资 
由 1273万元增至

1730万元 

董事会决议 2017.11.15 已验资，已办妥工

商登记备案手续 股东会决议 2017.12.2  

报告期内，公司增资的具体情况详见“六、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之（一）海源

有限的设立及历史沿革情况、（二）股份公司的设立及演变情况”。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增资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并

履行了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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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前述增资外，

公司未发生其他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二）资产收购、出售、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及兼并的情况 

1、资产收购 

（1）收购依护网（长沙）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根据依护网公司提供的工商内档资料，截至 2016年 7月 22 日，依护网公司

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60 60 货币 

2 史丙华 30 30 货币 

3 姜志华 10 10 货币 

合计 100 100 - 

根据依护网公司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及工商内档资料，海源

有限收购依护网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7月 22日，依护网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股东史丙华

将持有依护网 30 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转让给海源有限，股东姜志华将持有依

护网 10 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转让给海源有限，股权的转让不经过公司账户，

由双方直接交割。 

2016 年 7月 22日，依护网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一致确认依护网公司

由海源有限出资 1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100%，公司不设董事会，只设执行董

事，由史丙华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由史丙华担任，公司监事由姜志华

担任，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通过新的《依护网（长沙）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章程》。 

2016 年 7 月 22 日，史丙华与海源有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史丙华将持

有的依护网公司 3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以 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源有限，海

源有限同意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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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8 日，史丙华与海源有限签订《补充协议》，因依护网公司尚

未正式运营，史丙华认缴的依护网公司的注册资本全部未实缴，史丙华同意将持

有依护网公司 3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海源有限。 

2016 年 7 月 22 日，姜志华与海源有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姜志华将持

有的依护网公司 10 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以 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源有限，海

源有限同意受让。 

2016 年 7 月 28 日，姜志华与海源有限签订《补充协议》，因依护网公司尚

未正式运营，姜志华认缴的依护网公司的注册资本全部未实缴，姜志华同意将持

有依护网公司 1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海源有限。 

海源有限收购依护网公司股权后，依护网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货币 

合计 100 100 - 

（2）收购海源检验股权 

根据海源检验工商内档资料，海源医疗于 2017年 7月 22日收购史丙华、姜

志华持有的海源检验的全部股权，并于 2017 年 8月 25日办妥工商登记手续，海

源医疗收购海源检验股权的具体情况详见“九、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财产之（一）

公司的主要财产”。 

2、资产出售 

（1）出售湖南莱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根据湖南莱华提供的工商内档资料，截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湖南莱华的

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80 货币 

2 熊平 100 2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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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0 100 - 

2017 年 10 月 13 日，湖南莱华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海源医疗将持有湖南

莱华 400 万出资额对应的股权转让给黄锋，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2017 年 10月 13日，黄锋与海源医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源医疗将持

有的湖南莱华 40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 0万元）对应的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黄锋，黄锋同意受让。 

海源医疗出售湖南莱华股权后，湖南莱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黄锋 400 80 货币 

2 熊平 100 20 货币 

合计 500 100 - 

（2）出售依护网（长沙）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依护网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海源医疗

将持有依护网公司 60 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转让给姜文，同意海源医疗将持有

依护网公司 40 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转让给杨阳；股权的转让不经公司账户，

由双方直接交割。 

2017 年 12月 27日，姜文与海源医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源医疗将持

有的依护网公司 6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 0 万元）对应的股权以 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姜文，姜文同意受让。 

2017 年 12月 27日，杨阳与海源医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源医疗将持

有的依护网公司 4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 0 万元）对应的股权以 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杨阳，杨阳同意受让。 

海源医疗出售依护网公司股权后，依护网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姜文 60 60 货币 

2 杨阳 40 4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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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100 -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除前述资产收购、

资产出售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收购、出售、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及

兼并的情况，也未就该等事项达成过任何协议或者合同。 

十二、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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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通过了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章程》，该章程共有 14章 227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经营宗旨和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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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和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通知、合并、分立、增资、

减资、解散和清算、修改章程、争议解决、附则。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公司章程》具备《公司法》和《非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要求载明的全部事项，其制定程序及

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股份公司成立后，海源医疗对《公司章程》进行过如下修改： 

1、2017 年 9 月 20 日，股份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公司注

册资本从 1050万元增加至 1117万元，同意变更公司经营期限，将公司经营期限

由 20 年变更为长期。经海源医疗股东大会一致决定，同意就前述变更事宜修改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2、2017年 10 月 30日，股份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原来的 1117 万元增加至 1273 万元，上述投资款应于 2037 年 12 月 30 日

前缴足。经海源医疗股东大会一致决定，同意就前述变更事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

条款。 

3、2017 年 12 月 2 日，股份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一致同意公司将

注册资本将由原来的 1273 万元增加至 1730 万元，公司的股本总数将由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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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万股增加至 1730 万股，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为 2027年 12月 30日前。

经海源医疗股东大会一致决定，同意就前述变更事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公司章程》的修改履行了法定程序，内容符合《公

司法》及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办理了工商备案手

续，合法、有效；公司的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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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十三、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提供的《组织架构图》，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已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建立健全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内的组织结

构和治理结构，并设置了综合管理部、采购部、财务部、销售部、研发部、生产

部、质量部等职能管理部门（详见《公司组织架构图》）。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

治理结构，其组织机构的设置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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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上述组织机构

的设置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内部控制制度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书面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按照《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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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总经理

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一系列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并经创立大

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和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经核查，本所经办律

师认为，该等议事规则和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海源有限在报告期内召开的股东会召开程序、决议内

容和签署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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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股份公司于 2016年 5月 25日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定期会议、第一届监事会定期会议，于 2017年 2月 28

日召开股份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股份公司为审议关联交易、增资召

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根据相关会议资料，公司能够依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及其他治理制度规范运作，会议记录资料齐备、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及签

署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的组织机构

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相关制度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和运作合法、合规。 

十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公司现有董事 5 名，分别为史丙华、罗倩、李茂元、刘跃曾和曹

令响。公司董事由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期满可连选

连任。公司未设独立董事。公司董事长为史丙华。 

（1）史丙华，男，1976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1998年 7月至 1999年 12月担任长沙市药材公司药材批发部业务员；2000

年 1月至 2004年 12月担任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现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

司）部门经理；2005 年 1月至 2009年 3 月担任湖南龙泰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年 4月至 2018 年 2月担任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5年 11月至 2018年 2月担任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担任湖南莱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6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1 月担任海源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

担任湖南湘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担任湖南省湘医投医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1 月至今担

任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月担任股份公司财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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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职务；2018 年 2 月至今担任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 年 2

月至今担任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罗倩，女，1970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1993年 6月至 2004年 4月就职于湖南证券交易中心，历任证券交易部、办

公室、改制办文员、主任；2004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担任湖南省股权登记托

管有限责任公司（现湖南海方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 4月至 2018年

2月担任湖南新日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13年 1月至 2013 年 11月担任

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业务总监；2015年 5月至 2018 年 2月担任湖

南优象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 8 月至 2018年 2月担任深圳市优象计算

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1月担任海源有限总经理助理；

2017年 1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 

（3）李茂元，男，1981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

学历。2004年 9月至 2010 年 4月担任合富医疗科技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现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服务工程师、西南区客户主管；2010年 5

月至 2011 年 5 月担任长沙湘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4月为自由职业；2012年 5月至 2015 年 5月担任长沙元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5年 5月至 2016年 9月担任长沙元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

年 10月至今担任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 1月至今担任海源医

疗董事；2017 年 3 月至今担任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1 月至

今担任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4）刘跃曾，男，1955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1969 年 10 月至 1987 年 3 月担任桃江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检查士；1987

年 4月至 2016年 9月担任长沙市精神病医院检查科科主任；2017 年 1月至今担

任股份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5）曹令响，男，1962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

学历。1978年 12 月至 2010年 11月历任衡阳县玻璃制品厂工人、主管、经营厂

长；2010年 12月至今担任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1年 9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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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担任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 12月至今担任股

份公司董事。 

2、监事。公司现有监事 3 名，分别为蒋松波、袁芳和江聪；蒋松波为监事

会主席，江聪为职工代表监事。2名监事由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非职工监事 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期满可连选连任。 

（1）蒋松波，男，1983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10 月担任长沙颐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2006年 11月至 2007年 12月担任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技术人

员；2008年 1月至 2011年 6月担任长沙颐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9 月担任南京诺尔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2014 年 5

月至今担任绍兴麦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1 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监

事会主席。 

（2）袁芳，女，1985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07年 8月至 2012年 4月担任湖南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商品部

经理；2012年 5月至 2014年 7月为自由职业；2014年 8月至今担任长沙海润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2017年 1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监事。 

（3）江聪，女，1988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就职于宁乡县中医医院门诊医技科；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担任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招商区域经理；2015 年 10 月

至今历任海源有限、股份公司学术部主管；2016 年 2 月至今担任宁乡林烨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 1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 3 名，分别为总经理史丙华、董

事会秘书罗倩、财务负责人郭子术。总经理史丙华、董事会秘书罗倩由第一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财务负责人郭子术由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聘任，

任期为 3年。 

（1）史丙华，现任公司总经理，基本情况详见“本章节（一）公司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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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倩，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基本情况详见“本章节（一）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3）郭子术，男，1978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1999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担任湘潭县水泥厂财务科长；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0 月担任湘潭县阳光彼岸大酒店财务经理；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担任湘潭五洲通宾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3年 6月至 2016年 3月担任湖南

五洲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财务主管；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历任海源

有限、股份公司财务主管；2018年 1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

司关系 

1 史丙华 
董事长兼总经

理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持股 5%以上股

东 

长沙生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控股股东控制

企业 

长沙莱华企业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股 5%以上股

东 

长沙润源海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股 5%以上股

东 

2 罗倩 
董事兼董事会

秘书 
—— —— 

—— 

—— 

3 李茂元 董事 

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子公司 

长沙七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董事控制企业 

长沙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关联方 

4 刘跃曾 董事 —— —— —— 

5 曹令响 董事 长沙润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股东控制企业 

6 蒋松波 监事会主席 绍兴麦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监事参股企业 

7 江聪 监事 宁乡林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监事控制企业 

8 袁芳 监事 —— —— —— 

9 郭子术 财务负责人  —— —— —— 

注：上表“--”表示无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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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

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等资料，公司在报告期内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化

情况如下： 

1、董事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海源有限未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姜志华担任。 

2016 年 10月 15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免去姜志华执行董事职务，

重新聘任史丙华为公司执行董事。 

2016 年 11月 2日，海源有限召开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免去史

丙华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其职务任期至股份公司成立董事会止。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史丙华、罗

倩、李茂元、钟振平、刘跃曾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组成第一届董事会。同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史丙华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2017 年 12月 6日，股份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免去钟振平董事职务，

重新选举曹令响为公司董事。 

2、监事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海源有限未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姜小华担任。 

2016 年 11 月 2 日，海源有限召开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免去姜

小华监事职务，其职务任期至股份公司成立监事会止。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蒋松波、袁

芳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和由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代表监事

江聪组成第一届监事会；同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蒋松波为股份

公司监事会主席。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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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初，海源有限的经理为姜志华，不设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016 年 10 月 15 日，海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免去姜志华经理职务，重

新聘任史丙华为公司经理。 

2016 年 11 月 2 日，海源有限召开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免去史

丙华经理职务，其职务任期至股份公司聘任新的高级管理人员止。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股份公司第一次董事会，聘任史丙华担任公司

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聘任罗倩担任董事会秘书。 

2018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免去史丙华财务负责人职务，决

定聘任郭子术担任财务负责人。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变

动皆属于公司为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公司各项决策的执行力所采取的正常的

人员变动举措，前述人员的上述变动已履行必要的决议程序，且该等人员变动未

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不构成重大障碍。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与承诺、《个人信用报告》

以及有关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以下违反诚信的情形： 

（1）最近两年内因违法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

民事、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2）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 

（3）最近两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 

（4）个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 

（5）有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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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五、公司及子公司的税务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税务登记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均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海源医疗 91430100673575124G 

2 海源检验 91430100MA4L3CYJ4N 

（二）公司及其子公司所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

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

下：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额、应纳税增值额（应纳税额按应纳税

销售额乘以适用税率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

项税额后的余额计算） 

3%、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增值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增值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增值税额 2%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 25%、2017 年度 15% 

长沙海源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25% 

（二）公司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海源医疗系高新技术企业，依照 2008

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称《税收征管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以下称《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海源医疗从 2017 年度开始，享受

减至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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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源检验出具的说明，公司在报告期内未享受过税收优惠。 

（三）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财政补贴情况 

根据海源医疗出具的书面说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银行回单等资料，海源医疗在报告期内取得的政府补助情况

如下： 

序号 补贴依据文件或政策 补贴金额 取得补贴年度 

1 
《长沙高新区支持企业改制上市实施办法》

（长高新管发[2015]111 号） 
20万元 2017年度 

2 专利补助 9536元 2017年度 

3 失业保险管理服务局稳岗补贴 8468.05元 2017年度 

4 专利补助 4000元 2017年度 

5 专利补助 3000元 2016年度 

根据子公司海源检验出具的书面说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子公司海源检验在报告期内没有享受过的财政补

贴。 

（四）公司报告期内的纳税合法合规情况 

根据长沙市高新区国家税务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出具

的证明、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税

务违法违规行为。 

十六、公司及子公司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社会保障 

（一）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环境保护 

根据公司出具书面说明，公司主要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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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业务经营对周围环境不造成污染，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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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根据海源检验出具的书面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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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2016年 4月 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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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源医疗报送的《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出具批复意见。 

2016年 12月 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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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函》

（长高新环验[2016]46号），海源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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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的环保措施

和要求，验收资料齐全，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准

予正式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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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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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

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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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海源检验出具的说明，报告期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公

司及其子公司海源检验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主管部

门的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质量 

公司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673575124G 的《营业执照》，子公司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

政 管 理 局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30100MA4L3CYJ4N 的《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的书面声明、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及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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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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劳动保障情况 

根据海源医疗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及抽查的相关《劳动合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员工 48 人，除一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海源医疗与

其签订《劳务合同》外，海源医疗与公司其余 47人已签订《劳动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社会保险登记证》，海源医疗现持有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核发的《社会保险登记证》（编号：社险湘字

430111115063031 号），有效期限为 4年。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社保缴费明细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

有员工 48人，除 4名员工（其中，1人属于退休返聘人员、1人为新入职员工以

及 2人因与原任职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而由原任职单位补缴社会保险）未缴纳社会

保险外，公司已为其余员工缴纳了五险。 

根据海源检验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及抽查的相关《劳动合同》，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公司共有员工 8人，除 3 人已退休外，海源检验与其余 5人已签

订《劳动合同》。 

根据海源检验出具的说明及股份公司提供的社保缴费明细表，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海源检验没有单独办理社保登记手续，海源检验员工社保由母公司

海源医疗代缴；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除 5 名员工（其中，1 人承诺放

弃购买社保、1人由其他单位缴纳，3人属于退休返聘人员）未缴纳社会保险外，

医学检验已为其余员工缴纳了五险。 

根据员工签署的书面《申请》及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史丙华出具的书面承诺，

海源检验未购买社保的员工放弃购买社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史丙华承诺，日后海源检验因未缴纳社会保险或缴存比例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而遭受相关主管部门处罚或被员工要求承担补缴或赔偿责任的，史丙华承诺将承

担海源检验遭受的前述损失。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海源医疗及子公司近两年内不存在因违反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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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而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 

十七、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的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

务分局、长沙市高新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一科、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

的证明以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

到相关主管机关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的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

（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ww.court.gov.cn/zgcpwsw/）查询，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及仲裁案件。 

（三）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调查问卷》，并经本所经办律师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

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查询，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史丙华、海润生物、莱华咨询、润源海咨询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查问卷》，并经本所经办律师在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查询，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

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五）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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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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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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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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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网站，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海源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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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法行

为而被列入食品药品等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鉴于中国目前尚无公开统一的诉讼、仲裁案件受理查询系统及各种行政处罚

尚无公开统一的查询系统等客观条件因素的制约，本所经办律师无法穷尽上述各

方的涉诉、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本所经办律师的结论是基于如下条件作出的：

（1）根据律师勤勉尽责的执业准则与要求；（2）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出的承

诺和声明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作出的。 

十八、结论性意见 

通过对股份公司提供的材料及对股份公司所进行的事实和法律方面的核查，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股票挂牌申请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业务规则》规定的有关条件，股份公司具备本次股票挂牌的资格，不存

在影响其本次股票挂牌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影响其本次股票挂牌的重大法律障

碍、纠纷和潜在风险。 

股份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尚待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查同意方可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签字并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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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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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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