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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或“主办券商”）

会同公司及山西新晋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或“律师

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贵公司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问题进

行了核查、说明，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分别就本次反馈意见出

具了相关文件。 

主办券商、公司及各中介机构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和修

改情况回复如下（其中涉及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修改部分，已

用楷体加粗予以标明），请予以审核：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小四号） 对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

披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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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反馈回复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性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

泰舆生物、申请挂牌公司 
指 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公司章程 指 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 

报告期 指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 1-10月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山西新晋界律师事务所 

评估公司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春立正达 指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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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历史沿革事项。根据公转说明书及前次反馈意

见回复，2004 年 7 月，公司原股东王秉坤去世，但未通过合

法的继承手续办理工商股权变更。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下列事项，说明核查方式、

核查依据并发表核查意见：（1）核查报告期内应由王秉坤享

有的股东会及董事会表决权的行使情况、该等表决权的行使

是否发生变化及其对公司治理是否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是否

存在分红情形，并就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的

挂牌条件、公司股东及各继承人对于公司历次分红资金的归

属是否存在纠纷或争议发表明确意见。（2）结合 2004 年 7

月原股东王秉坤去世后未及时办理继承手续的原因、2005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双方签订协议的有效性、2019 年后关于王

秉坤股权遗产（125.3 万元出资额）继承归属问题的解决措

施、以及王秉坤股权遗产涉及的全部继承人的明确意见等，

核查 2005 年“转让”的应由王路继承的王秉坤 44 万元股权

遗产由张润仙持有是否存在代持情形、包括王路在内的股东

和继承人是否存在纠纷或争议，并就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

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

见。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程序 

查阅了报告期内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资料，查阅了公司法、公司

章程、财务账簿，访谈了相关股东和继承人，查看了公司及股东出具的相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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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实依据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资料，公司法、公司章程、财务账簿，

相关股东和继承人访谈记录，公司及股东出具的相关声明。 

（3）分析过程 

① 公司报告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王秉坤未担任任

何职务，且其去世时的股权遗产已于 2019 年 6 月通过正常公证手续办理过户完

毕，从 2018年 1月至 2019年 6月，公司存在一次经营范围变更与一次注册地址

变更涉及的股东会决议需由王秉坤签字，实际为他人代签。公司成立至今没有分

红。 

王秉坤去世后没有及时通过正常手续办理股权工商变更，部分股份形式上一

直保留至 2019 年 6 月，因此部分股东会决议涉及王秉坤签字均为代签，但事后

王秉坤股权遗产涉及的继承人均追认了 2005 年后股权转让的效力，公司成立至

今全部股东均追认了历次工商变更的效力，且主管机关出具了无重大违法违规的

声明，因此，报告期内工商变更存在的瑕疵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障碍，

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经过各中介规范指导，已经对历史上存在的公司治理不健全有深刻认

识，通过本次股份制改造与挂牌新三板，建立了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成立

至今不存在分红情形，公司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的挂牌条件，公司股东及

各继承人对于公司历次分红资金的归属不存在纠纷或争议。 

②王秉坤于 2004 年 7 月去世，由于当时相关继承人法律意识淡薄，且相关

继承人对股权遗产的归属无争议，为节省费用与时间，在经全部继承人同意的情

况下，由他人代替王秉坤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工商股权变更出现瑕疵。 

2019 年公司聘请中介启动了股份制改造计划，经各中介指导，公司对历史

上存在的股权变更瑕疵进行规范。 

对于王秉坤 44 万出资额股权遗产，2020 年 12月 25日，被继承人的子女王

晓红、王毅出具《自愿放弃遗产继承的承诺》，对王秉坤 2004年 7月 6日去世后

涉及泰舆生物股权遗产的继承权，均表示自愿放弃。由于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

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所以王秉坤 44万出资额股权遗产由被继承人儿子王路继承，

由王路与其妻子张润仙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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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访谈王路与张润仙，并双方出具声明，对于王秉坤 44 万出资额股权遗产

进一步明确归属，由于王路与张润仙系夫妻关系，因此股权遗产系夫妻二人共同

财产，由张润仙单独持有，不存在代持，王路对张润仙单独持有无异议。 

王秉坤股权遗产涉及的继承人均追认了 2005 年后股权转让的效力，对股权

遗产的继承出具了相应的承诺，公证处亦出具了《公证书》，且主管机关出具了

无重大违法违规的声明，因此，应由王路继承的王秉坤 44 万元股权遗产由张润

仙持有不存在代持情形，包括王路在内的股东和继承人不存在纠纷或争议，公司

符合“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2、关于产品质量事项。2019 年度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

承担赔偿责任。 

请公司：（1）在公转书质量监督情况处补充披露公司因

产品质量问题遭受的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具体情况及公

司在产品质量方面采取的管理措施，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因

产品质量问题遭受的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情形，如有，请补

充披露。（2）补充披露公司相关业务合同中关于产品质量责

任承担的条款。 

【公司回复】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五、经营合规情况/（三）质量

监督情况”中补充披露，披露内容如下： 

2019年，由于公司少部分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客户春立正达销售的产品出现断柄事件，

造成客户春立正达额外支付其代理商、医院、患者的协调费用。针对客户春立正达造成的

损失，公司与春立正达双方友好协商并达成协议，因该断柄事件给春立正达造成的损失由

泰舆生物支付补偿金，金额共计 10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除了以上断柄事件支付补偿金

外，不存在其他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受到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情形。 

1、公司在产品质量方面采取的管理措施 

公司主营产品为医疗骨科植入锻件，对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比较高，公司

在产品质量上主要从进料检验、生产过程、出厂检验、售后服务等方面着手，逐步完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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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控制流程并制定制度，严格产品生产质量和产品检验程序，从而确保产品的整体质

量能满足客户要求。 

（1）进料检验方面：对进厂的原材料及主要配件做到全检、抽检、分批检验，把不符

合质量要求的不良品存放到指定区域，同时做好明显标识，严格做到不接受不合格品、不

漏检不合格品、不传送不合格品。 

（2）产品生产检验方面：每一道工序责任落实到人，由质检专员进行全产品检验，质

检部长进行全工序的巡检和抽检，杜绝不合格品出现，不让不合格品流入下一道工序。 

每个生产工序必须对待检品、合格品、不良品进行严格区分，防止相互混淆。车间的

产品必须摆放整齐，保持干净、干燥。每个车间必须规范作业，严格做到不生产不合格品、

不接受不合格品、不传送不合格品。 

生产过程发生质量异常，由工序操作人员立即报告当班负责人，负责人通知技术部，

由技术人员现场及时解决，解决完成方可恢复正常生产。 

（3）出厂检验方面：严格库房管理，对入库、出库产品进行严格的账物卡管理，入库

前的质量检验、出库时抽检、库管与业务人员的相互稽核，确保出库产品质量合格。 

（4）售后服务方面：及时与客户沟通产品质量指标，不断提高公司质量管理的水平，

提高售后服务质量。 

2、合同中的产品质量责任条款 

公司在销售合同中关于产品质量责任承担的条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如由乙方造成的客户投诉，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或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2）经外观检验合格后，甲方加工时如出现内部裂纹及锻造缺陷应予以退货； 

（3）当产品或服务发生变化时，应提前通知买方，以便买方评估该变化是否对最终产

品的质量造成影响。 

（4）在甲方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因乙方锻件有批量性品质问题以致影响到甲方商誉，

或因乙方锻件不良造成重大事故，导致消费者提出严重抗议和索赔要求时，甲方有权解除

协议，并要求乙方应承担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因产品质量

遭受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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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程序 

对公司管理层访谈，查阅了相关业务合同，查阅了董事会和股东会相关决议

资料，查阅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阅了公司营业外支出等会计科目，

查看了主管机关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违规证明。 

（2）分析过程 

2019 年，由于公司少部分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客户春立正达销售的产品出

现断柄事件，造成客户春立正达额外支付其代理商、医院、患者的协调费用。针

对客户春立正达造成的损失，公司与春立正达双方友好协商并达成协议，因该断

柄事件给春立正达造成的损失由泰舆生物支付补偿金，金额共计 100 万元。报告

期内，公司除了以上断柄事件支付补偿金外，不存在其他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受

到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情形。 

公司取得了 ISO13485 编号 SX601488520001 的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自

2020年 4月 26日至 2023年 4月 23号。 

2020 年 12月 1 日，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锈钢产业园区分局出具情况说

明，自 2018 年 1 月以来，我局未收到泰舆生物相关产品质量问题投诉，也未因

产品质量问题对其进行过行政处罚。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曾在 2019 年发生断柄事件的民事索赔，为偶

发事件，除此之外，未发生其他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遭受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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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署页） 

 

内核部门负责人： 

 

          

苏悦 

 

 

项目负责人： 

 

          

陆大仕 

 

 

项目小组人员： 

 

                                              

孙文            王一西              王泽星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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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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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泰舆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