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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有权立法机构、监管机构已公开颁

布、生效且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以下简称“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引  言） 

 

根据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本所指派陈

军律师、郭珣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的

事实或存在的事实，根据本所律师对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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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律师事务所与本所律师 

 

(一) 律师事务所简介 

 

本所系经上海市司法局批准，于 1998年 9月 29日成立的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注册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办公地点位于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本所主要从事证券、银行金融、外商投资、

收购兼并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二) 本所律师简介 

 

本次签字律师陈军律师和郭珣律师均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相关经验。

陈军律师先后为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亚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理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的证券发行项目提供法律服务，还曾为多家上市公司的收购、资产重

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最近三年连续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郭珣律师先

后为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

业的证券发行项目提供法律服务，还曾为多家上市公司的收购、资产

重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最近三年连续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本所律师的联系地址为：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为 021-31358666，联系传真为

021-3135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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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所律师声明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仅对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且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也不具备适当资格

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发表意见。 

 

本所已得到发行人的保证，即发行人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及相关资料

均是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无任何隐瞒、遗漏和虚假之处，文件资料为

副本、复印件的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

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本

所律师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

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

表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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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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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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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的相应具体依据请参见本所律师出具的律师工作

报告。 

 

（正  文） 

 

为本法律意见书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左栏所列词语

具有该词语相应右栏所作表述的涵义： 

 

1.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指已公开颁布、生效并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有权立法机

构、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为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法律意见书所

述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2. 发行人： 指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微芯有限： 指发行人前身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 深圳海粤门： 指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 海德睿博： 指深圳海德睿博投资有限公司。 

 

6. 海德康成： 指深圳市海德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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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德睿达： 指深圳市海德睿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用名“深圳市海德睿达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 海德睿远： 指深圳市海德睿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用名“深圳市海德睿远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 海德鑫成： 指深圳市海德鑫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用名“深圳市海德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 海德同鑫： 指深圳市海德同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 博奥生物： 指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博奥生

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博奥生物有限公司”。 

 

12. 永智元丰： 指萍乡永智英华元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深圳永智元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 LAV： 指 LAV One （Hong Kong） Co.，Limited。 

 

14. 祥峰基金： 指 Vertex Technology Fund （Ⅲ） Ltd。 

 

15. 圣明创业： 指深圳市圣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 招银一号： 指深圳市招银一号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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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招银共赢： 指深圳市招银共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 建信康颖： 指上海建信康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倚锋太和： 指深圳市前海倚锋太和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20. 倚锋睿意： 指深圳市倚锋睿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 德同新能： 指德同新能（上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22. 德同凯得： 指广州德同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 德同富坤： 指深圳市德同富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 深圳观时： 指深圳市观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DSJ： 指 DSJ Investment No.3 Limited，曾用名“e2 

BioTech Advisory Group Limited”。 

 

26. 创业一号： 指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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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深创投： 指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 红土孔雀： 指深圳市红土孔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 共青城富晟： 指共青城富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深圳市东方富晟科技有限公司”。 

 

30. 群峰创富： 指深圳市群峰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1. 微芯药业： 指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2. 成都微芯： 指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33. 微芯新域： 指成都微芯新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4. 美国微芯： 指 Chipscreen Biosciences （United States） 

Limited。 

 

35. 微芯生物北京分公司： 指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36. 微芯生物上海分公司： 指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37. 境内控股子公司： 指上述第 31项至第 33项所述及的公司。 

 

38. 控股子公司： 指上述第 31项至第 34项所述及的公司。 

 

39. 毕马威： 指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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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41.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42. 《管理办法》： 指《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 

 

43. 《可转债办法》： 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44. 发行人章程： 指《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45. A股： 指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46. 元： 如无特别指明，指人民币元。 

 

47.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48.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49. 《审计报告》： 如无特别指明，指毕马威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

出具的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903409 号《审计报

告》、于 2020年 4月 17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审

字第 2001694 号《审计报告》及于 2021 年 3月

30 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102392 号《审

计报告》。 

 

50. 募集说明书： 指发行人就本次发行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申报

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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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说

明书（申报稿）》。 

 

51. 《2019年年度报告》： 指发行人公告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52. 《2020年年度报告》： 指发行人公告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53. 《2021年半年度报告》： 指发行人公告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54. 最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及 2021年 1 月至

6月。 

 

55. 最近一年及一期： 指 2020 年及 2021年 1月至 6月。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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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根据发

行人于2021年8月30日公告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发行人董事会以公告

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及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发行人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三)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核查，该等会议决议中关于本次发行的内

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发行人章程的规定。 



 

2134006/BC/pz/cm/D1 4-1-11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如下： 

 

1. 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发行人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 

 

2. 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发行人财务状况

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万元（含 50,000 万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发行人股

东大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确定。 

 

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 100元。 

 

4.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5. 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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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最终利率水平，由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

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发行人具体情况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完成前如遇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则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对票面利率作相应调

整。 

 

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

归还未偿还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 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

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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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付息方式 

 

A.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

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B.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

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C.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

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发行人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发行人股票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人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

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D.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

由持有人承担。 

 

7. 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

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

止。 

 

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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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

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若在

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

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

（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和发行人具体

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发

行人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总

量；前一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发

行人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发行人股票交易总量。 

 

(2)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发行人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发行人股份发

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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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发行人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

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交所网站或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其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

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

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发行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发行人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

使发行人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

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

转股衍生权益时，发行人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

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

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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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发行人股票在

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发行人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

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

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 修正程序 

 

如发行人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发行人将在上交所网站

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

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相

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

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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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且为转换股份登记

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Q：指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转股数量；V：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余额，发行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部门的有

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

现金兑付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

息。 

 

11. 赎回条款 

 

(1)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发行

人将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赎回价格由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

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 有条件赎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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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发行人有

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

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转股期内，如果发行人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万元

时。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

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

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12. 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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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发行

人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回售给发行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

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

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

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发行人届

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

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

分回售权。 

 

(2) 附加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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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情况与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

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认定为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

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

给发行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发行人

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

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上述第 11 项赎回条款的相

关内容。 

 

13. 转股后股利的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发行人股票享有与

现有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

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

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

由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

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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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向发行人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现有股东优先配售，现有股

东有权放弃优先配售权。向现有股东优先配售的具体比例由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

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并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现有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及现有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

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及/或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余额由承销商包销。 

 

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内及期满赎回期限内，当出现以

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1) 发行人拟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 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 

 

(3) 发行人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或发行人为维护公

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

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4) 修订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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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6)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

的其他事项。 

 

发行人制定了《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明确了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召集召开的程序及表决办法

等。 

 

17.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万元（含 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

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万元） 

1. 
创新药生产基地 

（三期）项目 
32,309.77 26,000.00 

2. 

西奥罗尼联合紫杉

醇治疗卵巢癌 III期

临床试验项目 

13,298.95 12,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合  计 57,608.72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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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如本次发

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发行人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

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方式解决。在

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发行人董事会可根据项

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

整。 

 

18. 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 

 

19. 募集资金存管 

 

发行人已经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人董事会设立的专项账户（即募集

资金专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发行人董事会（或由董

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20.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为

十二个月，自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

关条款符合《管理办法》及《可转债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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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

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全权办理与本

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发行人章程允许的范围

内，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在发行前

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终方

案，决定本次发行时机及其他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办理本次

发行及上市申报事宜；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有

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报材料； 

 

3.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

报、执行本次发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聘用

中介机构协议等）； 

 

4. 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根据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

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授权董事会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及经

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发行人可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发行人董事会决议以

再融资募集资金投入该等项目以来所投入的资金予以置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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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况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5.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和转

股情况适时修改发行人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备案、注

册资本变更登记、可转换公司债券挂牌上市等事宜； 

 

6. 如监管部门对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

件发生变化，除涉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规

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发行的具

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 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方案难以实

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发行人带来不利后果之情形，或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政策发生变化时，酌情决定本次发行方案延期实

施； 

 

8. 授权董事会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

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情形下，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

的最新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发行对发行人即期财

务指标及发行人股东即期回报等影响，制订、修改相关的填补措

施，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9.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的其他相关事

宜。 

 

除上述第 4项、第 5项授权有效期为至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之日外，

其余授权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

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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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上述授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发行人章程的规定。 

 

(六)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其进行阶段取

得了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发行人内部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待经上交所审核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

程序。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由微芯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人于2018年3月29日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7261803032的《营业执照》。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299号《关于

同意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同意，于2019年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经上交所《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2019]175号）同意，发行

人股票于2019年8月12日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7261803032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出现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发

行人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四)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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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

说明书已载明具体的转换方法，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

的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

《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

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为27,210,886.10元（2018年、2019年、2020

年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平均值）。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每一

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由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

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发行人具

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参考近期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发行利率水平，按照合理利率估算，本所律师认为，发行

人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一年的利

息，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公告的《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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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后拟用于“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西奥罗尼联

合紫杉醇治疗卵巢癌III期临床试验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符

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未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符合

《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二)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之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

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为27,210,886.10元（2018年、2019年、2020

年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平均值）。根据本

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

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由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发

行人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参考近期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利率水平，按照合理利率估算，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一年

的利息，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

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于2018年12月

3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的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33.43%、14.49%、13.46%、17.90%，发行人于2018

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以及2021年1月至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2,782,743.04元、-24,553,118.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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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19,221.86元和17,695,154.24元。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管

理、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合

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符合实际经营情况的现金流量，符合《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至第（五）项之规

定：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要求，符合《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二）项之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

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不存在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

影响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之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于 2021年 3 月 30日出具的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102426 号《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发行人于 2020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毕马

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发行人 2018年 12月 31 日、2019年 12

月 31日和 2020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

及 2018年度、2019 年度、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据此，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相关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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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有效执行，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

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四）项之

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不存在

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

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符合《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五）项之规定。 

 

5. 经本所律师核查，按照《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情形：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

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形；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外籍外部董事、监事除外）、其

出具的无犯罪声明与承诺及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

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

年及一期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及一期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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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19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不存在未履行向投资者作出的公

开承诺的情形；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

明、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

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不

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或者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

认，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下列不得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19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声明，

发行人不存在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

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仍处于继续状态的情形；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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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公告的《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用于“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西奥罗尼联

合紫杉醇治疗卵巢癌III期临床试验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未

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之规

定。 

 

8.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公告的《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用于“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西奥罗尼联

合紫杉醇治疗卵巢癌III期临床试验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发

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使用亦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

定：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就本次发行

拟报送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募集

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项目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业务，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第（一）款之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方案，除“创新药生产基

地（三期）项目”尚待取得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事宜的批复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之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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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发行人公告的《深

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发行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为发行人或其

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发行人

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

款之规定。 

 

(三)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满足《公司法》

《证券法》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本次发行尚待经上

交所审核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四. 发行人的设立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由XIANPING LU、深圳海粤门、海德睿博、

海德康成、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海德同鑫、博奥生物、

永智元丰、LAV、祥峰基金、圣明创业、招银一号、招银共赢、建信

康颖、倚锋太和、倚锋睿意、德同新能、德同凯得、德同富坤、深圳

观时、DSJ、创业一号、深创投、红土孔雀、共青城富晟、群峰创富

共同发起并将其共同投资的微芯有限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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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于2019年7月出具的《关于深圳微芯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的说明》，因发行人对西

达本胺（非小细胞肺癌）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以及西达本胺（乳腺癌）

前期支出的费用化调整事项，合计调整减少股改基准日（2018年1月

31日）净资产20,741,539元，即净资产从538,375,099元调整为

517,633,560元，未分配利润由6,847,412元调整为-13,894,127元。

经本次调整后，发行人截至 2018年 1月 31日的净资产变更为

517,633,560元，以净资产 517,633,560元为基础，折合股本

360,000,000元，净资产超过股本部分157,633,560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调整不影响发行人股本，不影响发行人股本充实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发行人全体股东已出

具书面文件，确认：（1）上述净资产调整减少事项是发行人财务状

况信息的准确体现和更正，未影响发行人股改时股本，发行人股改时

股本仍为360,000,000股，上述调整亦不影响发行人整体变更的合法

登记；（2）各股东对上述调整所导致的折股净资产减少事宜与发行

人或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上述净资产调整减

少事宜也不会产生潜在纠纷和风险。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未对发

行人设立时股本充实产生影响，不影响发行人设立的合法性。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XIANPING LU、深圳海粤门、海德睿博、海德康成、

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海德同鑫、博奥生物、永智元丰、

LAV、祥峰基金、圣明创业、招银一号、招银共赢、建信康颖、倚锋

太和、倚锋睿意、德同新能、德同凯得、德同富坤、深圳观时、DSJ、

创业一号、深创投、红土孔雀、共青城富晟、群峰创富签订了《深圳

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该发起人协议的内容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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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因该发起人协

议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的情形。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过程中有关资产评估、审计和验资行为

均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创立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审议的事项及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章程所载经营范围、发行人《2019年年

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主要从事新药研发、生产、销售。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开展未依

赖其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行人与其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显

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供

应、生产及销售系统，发行人的业务独立于其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文

件资料以及本所律师的实地调查，发行人合法拥有或使用发行人生产

经营所需的主要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知

识产权等，发行人主要资产不存在与其股东合用的情形。据此，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独立完整。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劳动合同

等相关资料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已与发行人签

订了劳动合同，均在发行人领取薪酬，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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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情况；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均已与发

行人或其全资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均在发行人或其全资子公司领

取薪酬；同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的财务人员亦不存在在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的情形。据此，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依法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聘

请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设立了早期研发系统、药政事务与综合管理部、临床研究与开发系统、

产品开发及生产系统、肿瘤产品事业部、代谢病产品事业部、商业与

市场准入系统、产品战略与商务拓展部、法务与证券事务部、财务系

统、营运系统、质量管理部、公共事务与品牌部等机构和部门。发行

人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上述内部组织机构独立于其股东单位的内

部组织机构，不存在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据此，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的组织机构独立。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单独设立了财务机构并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

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发行人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经本所

律师进一步核查，根据发行人纳税申报表，发行人报告期内均依法独

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缴纳义务，不存在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干预发

行人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和独立运用资金的情形。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六)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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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行人的主要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 2021年 9月 30日，XIANPING LU 直接持有发行

人 22,239,625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41%；XIANPING LU 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的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分别直接持有发行人

12,533,849 股、12,533,849 股、9,416,540 股股份，持股比例分别

为 3.05%、3.05%、2.29%；发行人初创团队持股平台深圳海粤门、员

工持股平台海德睿博及高管持股平台海德康成分别直接持有发行人

22,936,008 股、19,817,445 股、15,285,290股股份，持股比例分别

为 5.58%、4.83%、3.72%。 

 

经本所律师核查，XIANPING LU 与海德睿达、海德睿远、初创团队持

股平台深圳海粤门、员工持股平台海德睿博、海德鑫成、高管持股平

台海德康成于 2018 年 7 月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各方确认在协议

签署前 24 个月起与 XIANPING LU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协议签署后至

发行人于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将继续与 XIANPING 

LU 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并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以 XIANPING LU 的意

见为准。据此，XIANPING LU 通过与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

深圳海粤门、海德睿博、海德康成的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控制发行人

27.93%的股份，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博奥生物持有发行人

42,919,572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45%；深圳海粤门持有

发行人 22,936,008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58%；祥峰基金

的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 LAV 50%的股权，LAV 及祥峰基金构成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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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双方合计持有发行人 31,042,864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7.56%。除 XIANPING LU、博奥生物、深圳海粤门、LAV 及祥峰

基金以外，发行人无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发行人的

确认，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被设定质押或司法冻结的情况。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由 XIANPING LU、深圳海粤门、海德睿博、

海德康成、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海德同鑫、博奥生物、

永智元丰、LAV、祥峰基金、圣明创业、招银一号、招银共赢、建信

康颖、倚锋太和、倚锋睿意、德同新能、德同凯得、德同富坤、深圳

观时、DSJ、创业一号、深创投、红土孔雀、共青城富晟、群峰创富

共同发起并由微芯有限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设

立时的股本总额为 36,000万元。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19年 3 月 20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7月 17日出具证监许可[2019]1299

号《关于同意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上交所于 2019

年 8 月 8日出具《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2019]175号），同意发行人股票自

2019 年 8 月 12 日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毕马威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出具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900341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9 年 8 月 6 日，发行人已完成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5,000 万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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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A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由 36,000万股增至 41,000万股，

注册资本由 36,000万元增至 41,000万元。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0年 5 月 15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根据《深圳

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行人拟向激

励对象授予 15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目前发行人 41,000 万股的

0.37%，授予价格为 25 元/股，股票来源于发行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的 A股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1 年 5月 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第一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同意作废 6名离职激励对象被授予的 5.9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认为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

的归属条件已成就，同意发行人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关限制性股票归

属的相关事宜。根据上述《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2.05万股。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6 月 24日出具的皇嘉验资报字[2021]0098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6月 18日，发行人已收到股权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 18,012,500 元，计入实收资本 720,500 元，计

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7,292,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410,720,500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 410,720,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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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述限制性股票归属事

宜涉及的证券变更登记已完成。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10月出具的

《变更（备案）通知书》，发行人已就上述注册资本增加事宜办理完

毕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1年 4 月 20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议案。根据前述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发行人将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股权激励，并在股

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的规定期限内转让；若发行人未

能以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的规定期

限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

注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于 2021年 8月 3日公告的《关于股份

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发行人已于 2021年 7月 30 日完成回购，实

际回购股份 3,750,000股。 

 

八. 发行人的业务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时有效的章程所载明的经营范围为：药物

技术开发、相关成果商业应用；新药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及其它有

关的服务；新治疗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及其它有关的服务；对

外专利、技术的许可授权。许可经营项目是：药品的生产；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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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以上不含限制类项目，涉及行政许可和专项规定管理，需

取得相关资质方可经营）。根据发行人所提供工商登记资料，该等经

营范围已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并备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

子公司已经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批件、药品 GMP证书及药

品 GMP现场检查结果通知书、排污许可证、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等

与经营相关的主要备案及证书。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共拥有 1家境外控股子公司即美国微芯，该公司主要负责推进

发行人海外临床试验及商业化。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

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主营业

务为新药研发、生产、销售，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

更。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占

发行人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均为 100%。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主营业务突出。 

 

(六)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出现依据《公

司法》或发行人章程需终止的事由。本所律师认为，在现行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未发生对发行人业务经营具有重大不利影响之变

化的情况下，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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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毕马威出具的

《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进行的查

询，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

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并参照其他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

方包括： 

 

1. 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XIANPING LU

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2.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XIANPING LU 与深圳

海粤门、海德睿博、海德康成、海德鑫成、海德睿达以及海德睿

远于 2018 年 7 月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前述一致行动人构成

发行人的关联方。 

 

3.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 2021 年 6月 30日，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外，博奥生物持有发行人 10.47%的股份，LAV及其一致

行动人祥峰基金合计持有发行人 8.65%的股份，深圳海粤门持有

发行人 5.59%的股份，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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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博奥生物 69.3227%股份，为间接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4.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或者由该等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5. 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

或其他组织 

 

经本所律师核查，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发

行人的关联方。 

 

7. 与上述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与上述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

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均构成发行

人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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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

控制，或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其他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外）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9. 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关联方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之间发生的交易除外）主要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与关联方间的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

上述关联交易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合

法利益的情形。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以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治理规则中规定了关联方和

关联交易的定义、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交易回避制度、关联交易的

决策权限等，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有关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已经

明确。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XIANPING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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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海粤门、海德睿博、海德康成、海德鑫成、海德

睿达、海德睿远出具的书面确认，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XIANPING LU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其他

企业的股权或财产份额，均未从事与发行人经营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

业务。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

人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XIANPING LU 及其一

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避免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承诺： 

 

1. 于承诺函签署之日，承诺方及承诺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未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2.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承诺方及承诺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发

行人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的业务； 

 

3.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主营业务范围，承

诺方及承诺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主营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

拓展后的主营业务产生竞争，承诺方及承诺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

业务、或将相竞争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或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

关联关系第三方等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2134006/BC/pz/cm/D1 4-1-46  

4. 上述承诺在承诺方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

效； 

 

5. 承诺方近亲属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采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

避免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 主要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主要土地使用权和房

屋所有权共计 8项。 

 

经本所律师对前述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权属资料的核查，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主要系通过出让或受让方式

取得，拥有的房屋所有权主要系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该等土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二) 发行人使用的其他物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微

芯药业目前所使用的深圳市坪山新区锦绣东路 21 号厂房由政府部门

及其指定方投资建设，并提供予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工程总

用地面积约 13,000.51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 7,550 平方米，土地性

质为工业用地。上述厂房所涉土地使用权系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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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依据深地合字（2010）9008 号《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无偿取得，暂未办理土地产权登记。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厂房建设方已就该等建设工程完成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等工程报建审批及竣

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等流程，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根据深圳

市坪山区人民政府于 2018年 5月 31日出具的《坪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深圳市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房所涉土地房产的情况说明》，

其确认微芯药业使用的上述厂房状况稳定，不存在被强制拆除的风

险，使用上述厂房不涉及行政处罚事项。有鉴于此，本所律师认为，

微芯药业使用的前述厂房已依法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不存在无法继续

使用的重大风险。 

 

(三) 主要租赁物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使用的主要物业共计

11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就美国微芯承租自 265 Davidson Ave LLC 的相关

房产，根据美国元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截至该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并根据其律师所知，发行人与出租方之间的租赁协议合法

有效，不存在与此相关的争议或潜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自深圳市科技评审管

理中心处承租的相关房产暂未取得相应产权证书；发行人分别自赵

君、杨风玲及刘金涛处承租的相关房产系用于办公，与该等房产的规

划用途（即住宅）不符。就前述租赁物业可能存在的瑕疵，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XIANPING LU 已出具书面承诺，如果因为出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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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合法出租房屋的证明文件、租赁物业实际用途与规划用途不符

等法律瑕疵或出租方出租物业产权纠纷等事项导致发行人或其控股

子公司被相关政府部门处罚，或不能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继续使用租

赁物业进而使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遭受损失，除可以向出租方进行

追偿的部分外，其将足额补偿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所遭受的损失。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上述自深圳市科技评审管理中

心、赵君、杨风玲及刘金涛处承租的相关房产主要用于办公或项目化

合物前期筛查，发行人承租替代性物业不存在障碍，且发行人控股股

东 XIANPING LU 已就补偿发行人相关损失事宜作出承诺。据此，本所

律师认为，上述情况未对发行人的正常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亦未

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披露事项外，发行人以租赁方

式使用上述房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四)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知识产权 

 

1. 主要注册商标 

 

(1) 境内注册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于中国境内

注册的已取得《商标注册证》的主要商标共计 42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

公司系自行申请取得上述境内注册商标，发行人及其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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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的上述境内注册商标，不存在产权纠纷

或潜在产权纠纷。 

 

(2) 境外注册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境外注册的已取得商标注册证

的主要商标共计 14 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出具《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注册商标的说明》，确认：截至该说明出具之日，微芯有

限为上述注册商标的所有权人，且该等商标已按照注册地

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缴纳了相关费用，处于合法有效的状

态；该等商标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或纠纷，或潜在争议

或纠纷，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瑕疵或限制的情形；商

标不变更权利人名称不影响商标本身的有效性。 

 

2. 主要专利 

 

(1) 境内授权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于中国境内

已获得专利权利证书的主要专利共计 29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1 年 5 月出

具的《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于晓东于 2021 年 4

月就发行人持有的专利号为 03126974.5 的发明专利（具

有优异降糖降酯活性的芳烷基氨基酸类 PPAR 全激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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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已

受理前述无效宣告请求。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前述无效宣

告请求仍在审查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尚未就前述无效

宣告请求作出决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

公司系自行申请或受让取得上述专利权；除上述披露事项

外，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的上述专利权不存

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2) 境外授权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境外已获得专利权利证书的主

要专利共计 80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出具《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专利的说明》，确认：截至该说明出具之日，微芯有限依

法有效拥有 55 件境外专利的权利，并均已按照当地法律

法规的规定依法缴纳了相关费用，该等专利处于合法有效

的状态，不存在争议或纠纷，或潜在争议或纠纷，或抵押、

质押等权利瑕疵或限制的情形，且权利人名称变更与否并

不影响专利本身的有效性；发行人依法有效拥有 25 件境

外专利的权利，并均已按照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缴纳

了相关费用，该等专利处于合法有效的状态，不存在争议

或纠纷，或潜在争议或纠纷，或抵押、质押等权利瑕疵或

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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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专利对外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已分别与 HUYA Bioscience International，LLC、华上生

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就专利的授权事宜签订相关协议。 

 

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于中国境内已获得

的主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共计 3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系

自行申请取得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

司已取得的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产权

纠纷。 

 

(五)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及分支机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拥有 4家控

股子公司，分别为微芯药业、成都微芯、微芯新域及美国微芯；并拥

有 2 家分支机构，分别为微芯生物北京分公司及微芯生物上海分公

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持有的上述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的股权或

权益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六)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124,175,996.4元，

其中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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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

于 2021 年 6月 30日，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将其拥有的部分资产

（该等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专利权等）抵押或质押给金融债权

人以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在上述自有财产上设置其他重大担

保，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

存在重大权利限制。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适

用中国法律的重大合同、协议之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二) 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不存在因知识

产权、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已被确定的

侵权之债。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并经发行人确认，于 2021年 6月 30日，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九部分第

（二）项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

权债务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并经发行人确认，于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未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间的担保除外）。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1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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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于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的金额较大的

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

形。 

 

十二. 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份制改制设立以来发生的增资扩股行为详

见本意见书“第七部分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除上述情形外，发行

人自设立以来无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除本次发行及本法律意见书第

七部分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可能涉及的增减资外，发行人不存

在拟进行合并、分立、其他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以及中国证监会

有关规定所述的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历次修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行章程按《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

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规范性文件起草，其内容与形式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订）》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重

大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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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组织机构图，发行人已建立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机构等组织机构，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修订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监事会制订的《监事

会议事规则》，已经发行人创立大会暨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本所律师核查，上

述议事规则的内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创立大会暨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发行人董事会相应设立战略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并制定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

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工作细则》。该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制度之外，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防

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制度》《重大信

息内部报告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内部制度，发行人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年报信息披露中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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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制度》等内部制度。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发行人内部控

制制度的内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的会议文件（包括会议通知、会议议案、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内容以及决议的签署均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四)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中涉及的授

权或重大决策行为进行的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以来历次

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变化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会成员为 XIANPING LU、海鸥、黎

建勋、杨晗鹏、田立新、王雪芝、朱迅、宋瑞霖、黎翔燕，其中 XIANPING 

LU 为董事长，朱迅、宋瑞霖、黎翔燕为独立董事。发行人现任监事

会成员为何杰、谢峥生、YICHENG SHEN、朱静忠、金霞，其中何杰为

监事会主席，何杰、朱静忠、金霞为职工代表监事。XIANPING LU为

发行人现任总经理，黎建勋、海鸥、潘德思、宁志强、李志斌、赵疏

梅、佘亮基、张丽滨为发行人现任副总经理，黎建勋为发行人现任财

务负责人，海鸥为发行人现任董事会秘书。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上述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发行人章程的规

定，发行人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未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

https://www.qcc.com/pl/pb23053f57ed0ee0b553fbe8e97f1faf.html
https://www.qcc.com/pl/pc3f772419c08075f8e37e2302c5b7d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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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与聘任均

已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发行人章

程的规定。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1年 3 月 18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朱迅、宋瑞霖、黎翔燕为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其中黎翔燕为注册会计师。宋瑞霖和朱迅已取得上交所颁发的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黎翔燕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并已完成上交所组织的独立董事后续培训。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人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

职权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目前所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境内

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三)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的税务合规情况 

 

1. 发行人 



 

2134006/BC/pz/cm/D1 4-1-57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于 2021年 9

月 8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1]35026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1

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于 2021年 9

月 8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1]35027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1

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于 2021年 9

月 8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1]35028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

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于 2021年 9

月 8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1]35029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于 2019年 2

月 25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19]7702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于 2020年 1



 

2134006/BC/pz/cm/D1 4-1-58  

月 6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0]832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

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于 2021年 9

月 13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1]35297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于 2021年 9

月 13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1]35298号），

证明其“暂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21年 6月 30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

务局于 2021年 9月 13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成都微芯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暂无重大税务

违法违规记录。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

司在报告期内收到或计入其他收益的单笔金额在 50 万元（含）以上

的主要补助、补贴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有

效。 

 

十七. 发行人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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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监督管理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 9月 26

日出具的《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深市监信征[2021]006042号），

发行人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没有违反市场（包

括工商、质量监督、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和

价格检查等）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 9月 10

日出具的《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深市监信征[2021]005979号），

微芯药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没有违反市场

（包括工商、质量监督、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和价格检查等）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证明》，成都微芯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在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金信系统和四川省市场监

管一体化工作平台中，未有违法违规记录。 

 

4. 微芯新域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15日出具的《证明》，微芯新域自 2021年 8 月 17日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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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4 日止，在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金信系统和四川省市场监

管一体化工作平台中，未有违法违规记录。 

 

5. 微芯生物北京分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出具的编号为京朝市监信查字[2021]855 号《企业信

息查询结果》，微芯生物北京分公司自 2020年 8 月 13日至 2021

年 10月 14日，无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该局行政处

罚的案件记录。 

 

6. 微芯生物上海分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

出具的编号为 000000202110000105《合规证明》，证明“深圳微

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社会信用码：

91310000MA1G1DAH74）自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1

日，未发现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记录。” 

 

(二) 安全生产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南山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14日出具的《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守法

情况的说明》，2018年 1 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在

南山区管辖范围内无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该局行

政处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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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坪山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1 年 9月 13日

出具《证明》，证明“2018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8月 31日期间，

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及因违反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于 2021年 9月 10日出具的《安全生产守法证明》（编号：2021-189

号），成都微芯自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2021 年 9 月 9 日在高新

区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受到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处罚。 

 

(三) 国土合规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园城市建设局于

2021 年 9月 18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房产管理、土

地和建设方面的守法证明》（成高公园城市证字[2021]147 号），成

都微芯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 月 30 日在该局无违反房产管

理、土地和建设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四) 住建合规 

 

1.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坪山区住房和建设局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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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违法违规证明》，经该局核查，于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期间，微芯药业在该局无不良记录，且未受到行政处罚。 

 

2.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园城市建设局

于 2021年 9月 18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房产管

理、土地和建设方面的守法证明》（成高公园城市证字[2021]147

号），成都微芯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该局

无违反房产管理、土地和建设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记录。 

 

(五) 社会保险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16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在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

月 30 日期间无因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而被该局行

政处罚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出具的《证明》，微芯药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无因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而被该

局行政处罚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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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区发展治理和

社会保障局于 2021年 9 月 24日出具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核

查证明》，成都微芯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

因违反国家、地方有关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

被该局做出行政处罚。 

 

(六) 住房公积金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21 年 9

月 17日出具的编号为 21091700079010的《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

证明》，截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发行人没有因住房公积金违法违

规行为被该中心行政处罚的情况。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21 年 9

月 17日出具的编号为 21091700077741的《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

证明》，截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微芯药业没有因住房公积金违法

违规行为被该中心行政处罚的情况。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21 年 9 月

12日出具的编号为 2021 第 0000564号的《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

情况证明》，自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共 42 个月），成

都微芯没有因违反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受到该中心行政处罚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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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消防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南山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1年 10月 9

日出具《证明》，证明“经对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消防监督管理系统中查询，该公司自 2018年 10 月 15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查询到南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行政处罚的

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消防监督管理大

队、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坪山新区大队分别于 2019 年 2月 26日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上市培育办关于为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无违法违规证明的函的回复》《关于为深圳微芯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无违法违规证明复函》，微芯药业自 2017 年 3 月

16日起至 2019年 2月 26日未受到消防行政处罚。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1年 9月 14

日出具《关于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无违法违规的证明》，

证明“通过查询消防监督管理系统，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存在消防行

政处罚记录。” 

 

3. 成都微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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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成都微芯 2018 年 1

月至今未发生过火灾事故、无消防行政处罚记录。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

于“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西奥罗尼联合紫杉醇治疗卵

巢癌 III期临床试验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除“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

项目”尚待取得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事宜的批

复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必要的项目备案手续。 

 

(三)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项目用地 

 

经本所律师核查，就“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的项目用地，

成都微芯已取得川（2021）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362070 号《不动产权

证书》。 

 

(四)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9]1299号《关于同意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并

经上交所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000万股，发行价格为20.4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2,150万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7,631.175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94,518.825万元，上述款项已于2019年8月6日全部到账。毕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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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1900341号《验

资报告》。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募集资金用于如下项

目：（1）创新药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项目；（2）创新药生产基

地项目；（3）营销网络建设项目；（4）偿还银行贷款项目；（5）

创新药研发项目；（6）补充流动资金。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在保证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56,000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

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

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

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发行人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0年4月1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20年5月15日召

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发行人使用4,250万元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5.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0年8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在保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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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

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

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

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发行人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6.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2021年4月20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

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之“创新药研发项目”中的部分临床试验子项目及其

投资金额进行调整，投资总金额保持不变，主要调整情况为：（1）

将子项目“西达本胺针对HIV感染者功能性治愈的II期临床试验

（HIV）”和“西奥罗尼联合西达本胺II期临床试验（肝癌）”

的募集资金全部变更至子项目“西达本胺扩大适应症（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由此导致“西达本胺扩大适应症（弥漫性大B

细胞淋巴瘤）”的投资金额由2,420万元增加至6,452万元；（2）

将子项目“西奥罗尼单药II期临床试验（卵巢癌、肝癌、小细胞

肺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剩余募集资金4,987万元全部变更

至新增的子项目“西奥罗尼单药治疗小细胞肺癌III期临床试验

（联合化疗治疗卵巢癌，单药治疗小细胞肺癌）”。 

 

7.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1年8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在保证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16,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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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

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期限不

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

度及期限范围内，发行人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8.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投资西奥罗尼美国研发项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使用超募

资金6,500万元用于西奥罗尼治疗复发/难治性小细胞肺癌患者

的多中心1b/2期临床试验（美国）研发项目。 

 

9.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编制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截至2021年6月30

日，发行人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4,518.825万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588.779362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包括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73,476.19882万元，使用4,25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使用18,000万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经本所律师核查，毕马威于2021年8月26日出具毕马威华振专字

第2101232号《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认为发行人编制的《深圳微

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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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规定》的要求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发行人前次

募集资金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使用情况。 

 

十九.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保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重要控股子公司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发

行人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案件。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 XIANPING LU 等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出具的保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发行人的股东

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其自身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和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出具的保

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无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 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的编制，但已审阅了募集说明书（申

报稿），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已进

行了审阅，本所律师认为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的该等引用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存在因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的该等引用可能引

致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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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结论意见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构成本次发行法律障碍的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进行本次发行的申报条件，

本次发行尚待经上交所审核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军  律师 

 

 

 郭  珣  律师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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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修订稿） 

 

致：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本所指派陈

军律师、郭珣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与法律意见书合称“已出具法律意

见”）。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104 号《关于深圳微芯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及发行人

的要求，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科创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特就发行人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

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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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审核问询相关问题的答复 

 

一. 问询问题 7.1：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糖尿病新药产品西格列他钠的一项相关发

明专利存在被申请无效的情形，目前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口头审理。请发行人说

明上述事项的主要情况，并充分分析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请发行人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 案件主要情况 

 

1. 案件情况概述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1年5月出具的《无效宣

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及于2022年1月4日发文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

定书》（第53333号），请求人于晓东于2021年4月就发行人持有的专

利号为ZL03126974.5的发明专利（“具有优异降糖降酯活性的芳烷基

氨基酸类PPAR全激活剂”，以下简称“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以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5和10-14相对于证

据1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

第22条第2款规定的新颖性（证据1为其提交的WO 03/011834A1专利

（公开日为2003年2月13日）及其部分中文译文），权利要求3相对于

证据1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的创造性为由，请求宣告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1、3、5、10-14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无效宣告请

求进行了审查，于2021年12月24日决定宣告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5

和10-14无效，在权利要求2-4、6-9和15-18的基础上继续维持该专利

权有效。 

 

2. 本次被提起无效宣告申请的权利要求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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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涉案专利授权公告时的权利要求书中共记载了18

项权利要求，本次被提起无效宣告申请的权利要求中，第1、3、5项

包括具有某些化学结构特征的芳烷基氨基酸衍生物的权利要求（其

中，权利要求3保护了以西格列他钠为核心的系列化合物），10-14

项包括具有某些作为RXR/PPAR的调节剂用途的权利要求，具体如下： 

 

权利要求1：一种芳烷基氨基酸的衍生物，其特征在于，该化合物的

结构通式如下所示： 

 

 

其中，环A和环B分别为苯环，环上无取代基或有一个或多个取代基，

取代基为氟、烷基或烷氧基；X为共价键、0或S；R1为H或烷基；R2为H

或烷基；R3为H或烷基；R4、R5分别为H或烷基，或R4和R5—起组成苯环，

环上无取代基或有一个或多个取代基，取代基为氟、烷基或烷氧基；

Alk1为C1-6烷撑；Alk2为C1-2烷撑；Ar1为苯环，环上无取代基或有一个

或多个取代基，取代基为氟、烷基或烷氧基；Ar2为苯环或吡啶环，

环上无取代基或有一个或多个取代基，取代基为氟、烷基或烷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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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化合物为：

环A和环B分别为苯环；X为共价键、0或S；R1为H；R2为H；R3为H；R4、

R5组成一个苯环；Alk1为C2-3烷撑；Alk2为C1-2烷撑；Ar1为苯环；Ar2为

苯环，环上有一个或多个取代基，取代基为氟、烷基或烷氧基。 

 

权利要求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化合物为：

环A和环B分别为苯环；X为共价键；R1为H；R2为H；R3为H；R4、R5组成

一个苯环；Alk1为CH2CH2；Alk2为CH2；Ar1为苯环；Ar2为苯环，环上无

取代基或含有一个或多个氟。 

 

权利要求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其特征在于，此类化合物

是PPAR核受体的全激活剂，能激活RXR/PPAR-α、RXR/PPAR-γ和

RXR/PPAR-δ二聚物受体。 

 

权利要求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其特征在于，此类化合物

对三种 PPAR核受体均具有部分激活能力，能不同程度地激活

RXR/PPAR-α、RXR/PPAR-γ和RXR/PPAR-δ二聚物受体。 

 

权利要求12：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在制备用于治疗或预防与RXR

或PPAR核受体调节相关的II型糖尿病、脂质紊乱、X综合症、心血管

疾病、冠状动脉疾病、高血胆固醇或肥胖症的药物中的应用。 

 

权利要求13：一种用于治疗或预防与RXR或PPAR核受体调节相关的疾

病的药用制剂，它包括具有权利要求1所述的结构式（I）的化合物及

药用载体、辅料或稀释剂。 

 

权利要求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合物，其特征在于它能被用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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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或多种降脂剂或脂肪调节剂、抗糖尿病药物、抗肥胖药物或抗高

血压药物合用。 

 

3.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审查决定的理由 

 

(1) 权利要求3相对于证据1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由不成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1月4日发文的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53333号），国家知识产权局

认为：“对比涉案专利和证据1公开的内容可知，两者的发明目

的不同，本专利的目的是公开一类具有选择性激活PPARα、PPAR

γ和PPARδ三种受体能力的治疗与代谢综合症如糖尿病相关的

化合物，而证据1的目的是公开一种对于通过以部分激动剂的方

式调节PPARγ活性的化合物。两者记载的技术效果不同，本专

利记载了所述化合物对于三种受体均具有激活活性，证据1仅公

开了药理试验方法，没有公开具体使用的化合物及其结果。因

此本专利相对于证据1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对于

PPARα、PPARγ和PPARδ三种受体均具有激动活性的化合物。

由于证据1仅仅公开其化合物为部分PPARγ激动剂，没有涉及

PPARα和PPARδ的激动活性，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

件1的基础上没有动机改变所述化合物，得到对PPAR三种受体均

具有激动活性的化合物。即便请求人认为氟原子的引入可以降

低芳香化合物的脂溶性水溶性等，但其也没有教导，氟原子的

引入，可以使得具有部分PPARγ激动剂的化合物，变为对PPAR

三种受体均有激动活性的化合物。综上所述，权利要求3相对于

证据1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由不成立。” 

 

(2) 权利要求1、5和10-14因落入证据1的保护范围而不具有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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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1月4日发文的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53333号），国家知识产权局

认为： 

 

a. 证据1实施例8的化合物即对应于权利要求1通式中环A和环

B为苯环，环上无取代基；X为共价键；R
1
为H，R

2
为H，R

3
为H，

R4和R5—起组成苯环，环上无取代基；Alk1为C2烷撑；Alk2

为C1烷撑；Ar1为苯环，环上无取代基；Ar2为苯环，环上无

取代基的化合物。即证据1实施例8的化合物落入权利要求1

保护的通式（I）化合物的范围内，因此，权利要求1不具

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 

 

b. 权利要求5引用权利要求1，进一步限定了X为共价键，Alk
1

为C2烷撑，Alk2为C1烷撑，Ar2为苯环，环上无取代基或含有

一个或多个氟。如上所述，证据1的实施例8亦落入权利要

求5化合物的范围内，因此，权利要求5被证据1公开，权利

要求5不具备新颖性。 

 

c. 权利要求10-11引用权利要求1,分别进一步限定了此类化

合物是PPAR类受体的全激活剂或对三种PPAR核受体均具有

部分激活能力，权利要求14引用权利要求1，进一步限定其

可以与降脂剂等合用。经查，权利要求10-11以及14是引用

权利要求1的化合物权利要求，由于上述用途限定不会改变

权利要求1化合物的结构和组成，其实际保护的仍然是权利

要求1所述的通式（I）化合物，由于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

1的实施例8不具备新颖性，权利要求10-11和14也不具备新

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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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权利要求12保护权利要求1的化合物在制备治疗或预防与

RXR或PPAR核受体调节相关的疾病的药物中的用途。证据1

公开“本发明的式（I）化合物可用于治疗和/或预防由核

受体，特别是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的受体（PPAR）介

导的病症”，“本发明涉及一种或多种通式I的化合物或其

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在制备用于治疗和/或预防I型或II型糖

尿病的药物中的用途”，“本发明化合物可用于治疗和/或

预防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糖耐量降低，血脂异常，

--与X综合征相关的病症例如高血压，肥胖症，胰岛素抵抗，

高血糖症,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状动脉疾病，心肌

缺血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参见证据1译文第6页第[74]、[76]

和[82]段）。可见，权利要求12的用途己经被证据1公开，

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1不具备新颖性的前提下，化合物结构

相同，其性质和用途也相同，权利要求12也不具备《专利

法》第22条第2款规定的新颖性。 

 

e. 权利要求13保护一种用于治疗或预防与RXR或PPAR核受体

调节相关的疾病的药用制剂，包含权利要求1的化合物以及

药用载体、辅料或稀释剂。证据1公开“一种用于治疗和/

或预防核受体，特别是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的受体

（PPAR）介导的病症的药物组合物，该组合物包含根据前

述权利要求1-14中任一项的化合物以及一种或多种药学上

可接受的载体或赋形剂” （参见证据1权利要求18）。可

见，权利要求13保护的药物组合物被证据1公开，当其引用

的权利要求1不具备新颖性的前提下，权利要求13也不具备

《专利法》第22条第2款规定的新颖性。 

 

(3)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合议组作出如下审査决定：宣告在权利

要求2-4、6-9和15-18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涉案专利有效，涉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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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权利要求1、5和10-14无效。 

 

(二)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1. 涉案专利被宣告部分无效的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本次被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权利要求3请求精准保护以西格列他钠化合物

为核心的系列化合物。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1月4日发文的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53333号），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

无效宣告请求人提出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请求保护的以西格列他钠

化合物为核心的系列化合物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由不成立，并宣告

在涉及西格列他钠的化合物以及制备方法的权利要求2-4、6-9和

15-18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涉案专利有效。鉴于发行人仍合法享有涉案

专利继续有效部分的专利权，发行人仍有权根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

制止他人未经授权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

口包含西格列他钠化合物的产品（包括以此为有效成分的药物），因

此涉案专利部分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事宜不会对发行人西格列他钠

产品的生产、销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本次被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

其他权利要求1、5、10-14包含其他化合物及西格列他钠用途和制剂，

其中，权利要求5请求保护另一系列化合物，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包含

权利要求3系列化合物和权利要求5系列化合物在内的更多系列化合

物，权利要求10-11和14请求保护权利要求1的化合物，权利要求12

请求保护西格列他钠相关用途，权利要求13请求保护西格列他钠相关

制剂。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发行人请求保护的前述系列化合物均包

含了某一在先专利已公开的化合物因而不具备新颖性，并宣告该等权

利要求无效。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宣告包含涉及西格列他钠化合物

的权利要求3继续有效，前述权利要求1、5、10-14被宣告无效事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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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发行人自身对西格列他钠化合物相关专利的实施、生产与销售；

发行人后续针对西格列他钠的用途和制剂已单独进行了专利申请且

已获得授权，前述部分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事宜对西格列他钠的实施

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 西格列他钠相关专利保护体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涉案专利仅系发行人持有的

与西格列他钠相关的多项专利权中的一项，除涉案专利外，发行人还

持有其他关于西格列他钠的制备方法、构型、剂型、盐型、杂质、适

应症、药物联用等方面已授权或正在申请中的境内专利（具体如下表

所示）。由于不同专利之间的授权相互独立，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做

出涉案专利部分无效的决定，西格列他钠仍将受其他已授权专利保

护，且在下述授权专利范围内，第三方生产和销售西格列他钠及其衍

生物的权利（包括使用发行人工艺的权利）仍受到限制；下述正在申

请中的专利获得授权后，还将为西格列他钠提供进一步专利保护。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申请号 状态 

对应

用途 

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治疗的联合用药及其药

物组合物 

发明 2020103623743 
专利权

维持 

药物

联用 

一种西格列他固体分散

体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 2017105922061 

专利权

维持 
制剂 

一种取代的苯基丙酸化

合物对映异构体及其制

备方法、组合物和应用 

发明 2016108569147 
专利权

维持 
构型 

一种苯丙氨酸类化合物

的制备方法 
发明 2016108551073 

专利权

维持 

制备

方法 

一种苯丙氨酸类化合物 发明 2014108562825 专利权 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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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及其无定形体 维持 

西格列他的可药用盐药

物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2020106332468 申请中 剂型 

联合用药应用以及一种

药用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2019102039780 申请中 

药物

联用 

西格列羧及其相关化合

物的应用 
发明 2018111149465 申请中 适应症 

一种苯基氨基丙酸钠衍

生物、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发明 2018104379015 申请中 杂质 

西格列羧及其衍生物用

于伴有脂代谢异常的2

型糖尿病治疗的用途 

发明 2020109802766 申请中 适应症 

 

3.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已经获得西格列他钠的上市许可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0月19日颁发了药品

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H20213792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2021S01065），药品通用名称为西格列他钠片，主要成份为西格列他

钠，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成都微芯为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及生产企

业，有效期至2026年10月18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西

格列他钠已上市销售。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涉案专利被宣告部分无效事宜不会对发行人

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 问询问题 7.2：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董事、

监事、高管，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若是，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

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若无，请出具

承诺并披露。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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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的认购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

并经发行人确认，于2021年9月30日，XIANPING LU、博奥生物、深圳海

粤门、LAV及祥峰基金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前述股东对本次

发行的认购情况如下： 

 

1. 经本所律师核查，XIANPING LU、深圳海粤门已于2021年11月出具《关

于参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认购的承诺函》，承诺将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具体承诺内容

如下： 

 

(1) 其将认购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具体

认购金额将根据可转债的市场情况、本次发行具体方案、其资

金状况和《证券法》等相关规定确定； 

 

(2) 若其成功认购本次可转债，其承诺其（及其父母、配偶、子女）

将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关于股票及可转债交易的规

定，自认购本次可转债之日起前六个月至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

后六个月内，其（及其父母、配偶、子女）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减持发行人股份或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 

 

(3) 其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该承诺函的约束。若其（及

其父母、配偶、子女）违反上述承诺发生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

人股份或可转债的情况，其（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因此所

得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若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博奥生物、LAV和祥峰基金已于2021年11月出具《关

于不参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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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认购的承诺函》，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认购并自愿

接受该承诺函的约束；若其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

律责任；若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二)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的认购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持股5%以上的股东外，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XIANPING LU之一致行动人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海德

睿博、海德康成于2021年11月出具《关于参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的承诺函》，承诺将参与

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具体承诺如下： 

 

1. 其将认购本次可转债，具体认购金额将根据可转债的市场情况、本次

发行具体方案、其资金状况和《证券法》等相关规定确定； 

 

2. 若其成功认购本次可转债，其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关于股票及可转债交易的规定，自认购本次可转债之日起前六个月至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其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

份或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 

 

3. 其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该承诺函的约束。若其违反上述承

诺发生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份或可转债的情况，其因此所得收益

全部归发行人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若给发行人和

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现任董事为XIANPING LU、海鸥、黎建勋、杨晗鹏、田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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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芝、朱迅、宋瑞霖、黎翔燕，现任监事为何杰、谢峥生、YICHENG SHEN、

朱静忠、金霞，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为XIANPING LU、海鸥、黎建勋、潘德

思、宁志强、李志斌、赵疏梅、佘亮基、张丽滨。前述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如下： 

 

1.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持股5%以上的股东外，发行人现任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海鸥、黎建勋、谢峥生、李志斌及佘亮基已于

2021年11月出具《关于参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的承诺函》，承诺将参与本次可转债发

行认购，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1) 其将认购本次可转债，具体认购金额将根据可转债的市场情况、

本次发行具体方案、其资金状况和《证券法》等相关规定确定； 

 

(2) 若其成功认购本次可转债，其承诺其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将

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关于股票及可转债交易的规定，

自认购本次可转债之日起前六个月至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六

个月内，其及其父母、配偶、子女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

人股份或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 

 

(3) 其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该承诺函的约束。若其及其

父母、配偶、子女违反上述承诺发生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

份或可转债的情况，其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因此所得收益全

部归发行人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若给发行

人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监事YICHENG SHEN已于2021年11月出具《关

于不参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认购的承诺函》，承诺除其父亲沈建华作为发行人现有股东

拟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外，其及其母亲、配偶、子女不认购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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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并自愿接受该承诺函的约束；若其及其母亲、配

偶、子女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若给发行

人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除XIANPING LU、海鸥、黎建勋、YICHENG SHEN、

谢峥生、李志斌及佘亮基外的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

于2021年11月出具《关于不参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的承诺函》，承诺其及其父母、配

偶、子女不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并自愿接受该承诺函的约

束；若其及其父母、配偶、子女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若给发行人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XIANPING LU（亦

为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深圳海粤门、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海德睿达、海德睿远、海德鑫成、海德睿博、海德康成、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海鸥、黎建勋、李志斌、佘亮基、谢峥生将参与本次发

行的认购，相关主体已承诺自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之日起前六个月至本次可转

债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份或可转债的计划或者

安排；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博奥生物、LAV、祥峰基金、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杨晗鹏、田立新、王雪芝、朱迅、宋瑞霖、黎翔燕、何杰、

YICHENG SHEN、朱静忠、金霞、潘德思、宁志强、赵疏梅、张丽滨将不参与本次

发行的认购。 

 

三. 问询问题 7.3：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

务，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变相房地产投资情形。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一) 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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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发行人公告

的《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等文

件资料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

地产业务，且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亦未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除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外，发行人未投资或参股其他公司。 

 

(二) 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变相房地产投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创新

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西奥罗尼联合紫杉醇治疗卵巢癌III期临

床试验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除“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外，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不涉及项目用地。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

询结果并经发行人确认，“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用地位于成

都市高新西区西园街道展望村3组，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不涉及商业用

地或住宅用地。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区发展改革和规划管理局出具的备案号

为川投资备[2020-510109-27-03-475528]FGWB-0342号的《四川省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

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引进智能生产线，建成CS12192原料药车间、

CS12192制剂车间、多功能原料药车间以及多功能制剂车间等4个生产车

间，并配套库房、倒班房等相关设施，用于满足发行人小分子创新药的

研发、中试及产业化。该项目不存在变相房地产投资的情形。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

投项目未涉及变相房地产投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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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发行人情况的补充 

 

一.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1年10月30日公告《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以下简称“《2021年三季报》”）。据此，本所律师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涉及财务状况等相关实质条件发表如下补充意见：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的《2021

年三季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于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

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3.43%、

14.49%、13.46%、21.87%，发行人于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以

及2021年1月至9月（以下简称“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22,782,743.04元、-24,553,118.03元、93,619,221.86元和

56,339,494.10元。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管理、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

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符合实际经营情

况的现金流量，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1年三季报》并经发行人确认，

于2021年9月30日，发行人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据此，本所律

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符合《管理

办法》第九条第（五）项之规定。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按照《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发行人不

存在《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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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

调查表、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外籍外部董事、监事除外）、其出具

的无犯罪声明与承诺及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发行人及其现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报告期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或者 2020年度及 2021年 1月至 9月期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三季报》并经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20年度及 2021年 1 月至 9月期间不

存在未履行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形；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及无违法犯

罪记录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贪污、

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

罪，或者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满足《公司法》《证券法》

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本次发行尚待经上交所审核并报经中国证

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 发行人的业务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成都微芯已取得四川省药品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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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换发的许可证编号为川 20180488 的《药品生

产许可证》，许可生产范围为：片剂，原料药（西格列他钠）；生产地

址为成都市高新区康强一路 298 号；有效期至 2023年 9 月 12日。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的《2021

年三季报》并经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与营业总收

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月 

至 9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76,545,965.86 269,469,784.74 173,800,400.62 147,688,982.21 

营业总收入 276,545,965.86 269,469,784.74 173,800,400.62 147,688,982.21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100% 100% 100% 100%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发行人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均为100%。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三.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以及本所律师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进行的查询，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的要求并参照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除已出具法

律意见已披露的关联方外，发行人主要关联方包括：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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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

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外）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

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

网站进行的查询，除已出具法律意见已披露的关联方外，该等企业主

要包括：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广州图微科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兼高级管理

人员黎建勋担任董事 

2. 广州图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兼高级管理

人员黎建勋担任董事 

3. 广州图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兼高级管理

人员黎建勋持股 60% 

 

2. 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关联方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并经发行人确认，除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于 2021年 7至 2021年 9月期间新增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除外）：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江苏百奥赛图于2021年5月签订的

《B-hPD-1/hPD-L1小鼠订购合同》，江苏百奥赛图向发行人提供小鼠用



 

2134006/BC/pz/cm/D10 90 

4-1-90 

于实验，前述采购费用合计89,560元。发行人已于2021年7月向江苏百奥

赛图支付完毕全部采购费用。 

 

四.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 专利 

 

1. 境内授权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专利外，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新增1项于中国境内已获得专利权利证书的主要专利，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

权人 
专利权期限 

1. 

具有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抑制活

性的稠合咪唑化

合物 

发明 
ZL201711

366773.1 
发行人 

2017年 12

月 18日起

20年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系自行申请取

得上述专利权，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的上述专利权不存在产

权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2. 境外授权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专利外，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新增3项于境外已获得专利权利证书的主要专利，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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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

权人 
专利权期限 注册国家/地区 

1. 

FUSED IMIDAZOLE 

COMPOUND HAVING 

INDOLEAMINE 

2,3-DIOXYGENAS

E INHIBITORY 

ACTIVITY 

发明 EP3560928 
发行

人 

2017年 12月

18 日至 2037

年 12 月 18

日 

奥地利、比利

时、瑞士/列支

敦士登、捷克、

法国、英国、爱

尔兰、摩纳哥、

荷兰 

2. 

NON-SOLVATED 

CRYSTAL，

PREPARA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发明 ZA2019/02628 
发行

人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37

年 9月 27日 

南非 

3. 

NON-SOLVATED 

CRYSTAL OF N-

（2-AMINOPHENY

L）-6-

（7-METHOXYQUI

NOLINE-4-OXO）

-1-NAPHTHALENE

FORMAMIDE，

PREPARA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发明 CA3038384 
发行

人 

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37

年 9月 27日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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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于2021年12月3日出具《关

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专利的说明》，确认：截至该

说明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拥有上述3件境外专利的权利，并均

已按照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缴纳了相关费用，该等专利处于合法

有效的状态，不存在争议或纠纷，或潜在争议或纠纷，或抵押、质押

等权利瑕疵或限制的情形。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1年三季报》并经发行人确认，

于 2021 年 9月 30日，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262,381,885.07 元，

其中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 

 

五.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

的主要合同情况如下： 

 

1. 借款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微芯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于

2021年11月26日签订的编号为H320101211126700的《借款合同》，成

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向成都微芯提供2,000万元借款；贷款

利率为该合同签订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为基础减5个基点（1基点=0.01%）；借款

期限自2021年11月26日至2022年11月25日止。发行人为成都微芯的前

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五部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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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项）。 

 

2. 担保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于

2021年11月25日签订的编号为D320121211125517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发行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对成都微芯在2021

年11月25日至2022年11月24日期间依主合同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最高限额为5,000万元，保证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

合同、协议之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六)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1年三季报》并经发行人确认，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

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其他应收款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 XINAPING LU 4,818,896 元的

其他应收款，前述款项的具体事宜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九部分

第（二）3项。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深圳市吉办科技有限公司

403,736.28元的其他应收款，前述款项系发行人根据其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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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吉办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的约定，

向深圳市吉办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租赁押金。 

 

(3) 经本所律师核查，美国微芯存在对 265 Davidson Ave LLC 50,160

美元（按 2021年 9月 30日汇率换算即 325,307.66 元）的其他

应收款，前述款项系美国微芯根据其与 265 Davidson Ave LLC

签署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 265 Davidson Ave LLC 支付的押金。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刘金涛 213,432 元的其他应收

款，前述款项系发行人根据其与刘金涛、杨风玲分别签署的《北

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刘金涛支付的租赁押金。 

 

(5)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赵君 209,648元的其他应收款，

前述款项系发行人根据其与赵君签署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的约定，向赵君支付的租赁押金。 

 

2. 其他应付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1年三季报》并经发行人确

认，于2021年9月30日，发行人存在对博奥生物4,818,896元的其他应

付款，前述款项的具体情形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九部分第（二）3项。

除前述款项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其他金额较大的其他应

付款主要系预收授权许可费、建设工程款及设备款、坪山厂房使用费

等。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上述金额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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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六. 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发行人的确认，除已出具法律

意见中已披露的财政补贴外，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于2021年7月至9月期间

新增收到的单笔金额在50万元（含）以上的主要补助、补贴情况如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南山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于2021年9月8日出具的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21年第三次会议拟审议资助企业名单公

示》，发行人于2021年9月收到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拨付的资金1,150万元。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获得的上述主要补助、补贴符合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有效。 

 

七.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就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创

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发行人曾取得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

和城市管理局出具的编号为成高环诺审[2021]21号《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

管理局关于对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后由于该项目的建设内容及生产规模发生变更，发行人正在准

备就前述建设内容及生产规模变更事宜办理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预计

于2022年上半年取得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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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仅供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报本次

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军  律师 

 

 

 郭  珣  律师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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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本所指派陈

军律师、郭珣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深圳微

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合称“已出具法律意见”）。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的要求，特

就发行人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

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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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于2022年3月28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203199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21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于2022年3月

30日公告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1

年年度报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涉及财务状况等相关实质条件发

表如下补充意见：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2021年度审计报告》，

发行人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为24,142,047.63元（2019年、2020年、

2021年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平均值）。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2021年度审计报告》

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于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

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4.49%、13.46%、25.17%，发行人于2019

年度、2020年度以及2021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分 别 为 -24,553,118.03 元 、 93,619,221.86 元 和

124,783,166.51元。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管理、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

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符合实际经营

情况的现金流量，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于2022年3月28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203539号《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发行人于2021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毕马威出具

的《2021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发行人

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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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2021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公

告的《2021年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于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

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一期

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五）项

之规定。 

 

(五) 经本所律师核查，按照《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发行人不

存在《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

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

调查表、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相

关外籍董事、监事出具的无犯罪声明与承诺及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

查询，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报告期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 2020年度及 2021年度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20年度及 2021年度不存在未履行向

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形；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及无违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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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记录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贪污、

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

罪，或者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满足《公司法》《证券法》

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本次发行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尚待报经

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 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于 2021年 12月 31日，祥峰基金的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 LAV 50%

的股权，LAV 及祥峰基金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双方合计持有发行人 22,385,046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45%。 

 

三. 发行人的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毕马威出具的《审计报告》《2021年度审计报告》并经发

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与营业总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430,187,662.63 269,469,784.74 173,800,400.62 

营业总收入 430,449,990.57 269,469,784.74 173,800,400.62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99.94% 100% 100%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发行人营业总收入的比例较高。据此，本所律

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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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以及本所律师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进行的查询，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的要求并参照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除已出具法

律意见已披露的关联方外，于 2021 年 12月 31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

包括： 

 

1. 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根据清华大学与四川省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日签署的《国有产权无偿

划转协议》，清华大学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清华大学持有的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划转给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唯一股

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通过博奥生物间接持有发行人

10.45%的股份，前述企业为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构

成发行人的关联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无偿划转

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

或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

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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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外）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

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

网站进行的查询，除已出具法律意见已披露的关联方外，该等企业主

要包括：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北京博奥晶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雪芝担任

董事 

2. 深圳市合润源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谢峥生及其

配偶共同持有其 100%的

股权 

 

3. 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关联方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并经发行人确认，除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于 2021 年 10 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新增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除外）：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江苏百奥赛图于2021年9月签订的

《B-hPD-1/hPD-L1小鼠订购合同》，江苏百奥赛图向发行人提供小鼠用

于实验，前述采购费用合计89,560元。发行人已于2021年11月向江苏百

奥赛图支付完毕全部采购费用。 

 

五.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 主要租赁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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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主要租赁物业外，发行人存在变动的主要租

赁物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地址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租赁用途 

1. 

发行

人 

深圳市高

新技术产

业促进中

心 

深圳市南山区高

新中一道十号深

圳生物孵化基地

2#601A 、 601B 、

602A、602B、603A、

603B、604、605、

606（注） 

1,419.15

（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 4

月 30日（注） 

办公、实验

室 

2. 

深圳市吉

办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高

新中一道 8号万和

医药园厂房 5层 

1,684.34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年 4

月 30日 

厂房及研发 

3. 

深圳市吉

办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高

新中一道 8号万和

医药园研发 6层 

465.03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年 4

月 30日 

厂房及研发 

注：自2022年4月1日起，发行人不再承租该处租赁物业的604、605、606

室，租赁面积变更为662.52平方米。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情形外，

发行人以租赁方式使用上述房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 专利 



 

2134006/BC/pz/cm/D14 4-1-104  

 

1. 境内授权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专利外，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新增2项于中国境内已获得专利权利证书的主要专利，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权期限 

1

. 

西格列他的可

药用盐药物组

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ZL202010

633246.8 

发行人、

成都微芯 

2020年7月2

日起 20年 

2

. 

西奥罗尼在制

备治疗急性髓

系白血病药物

的新用途 

发明 
ZL201811

550290.1 

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

医院、发

行人 

2018年 12月

18日起 20年 

 

经本所律师核查，就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发行人持有的专利号

为03126974.5的发明专利（具有优异降糖降酯活性的芳烷基氨基酸类

PPAR全激活剂）被提起无效宣告事宜，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于2022年1

月4日出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53333号），宣告在权利

要求2-4、6-9和15-18的基础上继续维持该专利有效，并宣告该专利

的权利要求1、5和10-14无效。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系自行申请取

得上述专利权；除上述披露事项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的

专利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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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外授权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专利外，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新增8项于境外已获得专利权利证书的主要专利，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

权人 

专利权期

限 

注册国

家/地区 

1. 

FORMA CRISTALINA A DA 

CHIDAMIDA，MÉTODO PARA 

PREPARAR A FORMA 

CRISTALINA A DA 

CHIDAMIDA，USO DA FORMA 

CRISTALINA A DA 

CHIDAMIDA E FORMULAÇÃO 

FARMACÊUTICA PARA O 

TRATAMENTO DE DOENÇAS 

RELACIONADAS À 

DIFERENCIAÇÃO E 

PROLIFERAÇÃO CELULAR 

发明 
BR1120150118

98-4 
发行人 

2012年 12

月 18日至

2032年 12

月 17 日 

巴西 

2. 
METODE PEMBUATAN 

SENYAWA FENILALANIN 
发明 IDP000075040 发行人 

2017 年 9

月 27日至

2037 年 9

月 27 日 

印度尼

西亚 

3. 
KRISTAL TIDAK 

TERLARUT，METODE 
发明 IDP000075960 发行人 

2017 年 9

月 27日至

印度尼

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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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BUATAN DAN 

PENERAPANNYA 

2037 年 9

月 27 日 

4. 

Formamide compou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for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发明 AU2019260217 发行人 

2019 年 4

月 23日至

2039 年 4

月 23 日 

澳大 

利亚 

5. 

ФОРМАМІДНА 

СПОЛУКА，СПОСІБ ЇЇ 

ОТРИМАННЯ І ЇЇ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发明 UA125056 发行人 

2019 年 4

月 23日至

2039 年 4

月 23 日 

乌克兰 

6. 

Phenyl amino sodium 

propionate derivative，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for and 

application thereof 

发明 AU2019267849 发行人 

2019 年 4

月 29日至

2039 年 4

月 29 日 

澳大 

利亚 

7. 

ПРОИЗВОДНОЕ 

ФЕНИЛАМИНОПРОПИ

ОНАТА НАТРИЯ，

СПОСОБ ЕГО 

ПОЛУЧЕНИЯ И ЕГО 

ПРИМЕНЕНИЕ 

发明 RU2759745 发行人 

2019 年 4

月 29日至

2039 年 4

月 29 日 

俄罗斯 

8. 
一种含西达本胺的抗肿

瘤药物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TWI741731 发行人 

2021年 10

月 1 日至

2040 年 8

月 11 日 

中国 

台湾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于2022年4月11日出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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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专利的说明》，确认：截至该

说明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拥有上述8件境外专利的权利，并均

已按照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缴纳了相关费用，该等专利处于合法

有效的状态，不存在争议或纠纷，或潜在争议或纠纷，或抵押、质押

等权利瑕疵或限制的情形。 

 

(三)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参与投资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参与投资 1 家基金，即成都安信国生微芯医

药健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医药产业投资

基金”），具体情况如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医药产业投资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及本所

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发行人持有医药产业投资基

金 6.67%的财产份额，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成都微芯持有医药产业投资基金

3.33%的财产份额,医药产业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成都安信国生微芯医药健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7J1PT3XR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安信乾宏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中路二段 18

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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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合伙期限 2022年 2 月 25日至 2032年 2月 24日 

出资情况 

发行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2,000万元，持

有其 6.67%的财产份额；成都微芯作为普通合伙

人认缴出资 1,000 万元，持有其 3.33%的财产份

额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所持上述基金的权益不存在产权

纠纷或潜在产权纠纷。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2021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公告的《2021年

年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于 2021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为 534,769,585.14元，其中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等。 

 

六.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除已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相关

合同外，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主要合同情况如下： 

 

1. 销售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广东京卫医药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

经销协议》，广东京卫医药有限公司作为三方约定的DTP药店非独家

经销商，销售西达本胺产品“爱谱沙”，经销权期限为2022年1月1

日至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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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信协议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微芯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签署的编号为 128XY2022008006 的《授信协议》，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向成都微芯提供 5,000 万元的授信额

度，授信期间自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发行

人为成都微芯的前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第六部分第（一）4（3）项）。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微芯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

支行签署的编号为 D320121211125517 的《最高额融资协议》《最

高额融资协议补充协议书》，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

向成都微芯提供最高额度为 5,000 万元的融资；该协议项下的

融资发生期间自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发

行人为成都微芯的前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贷款协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微芯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于

2022年3月2日签署的编号为H320101220301260的《固定资产贷款合

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向成都微芯提供15,000万元的

贷款；贷款期限自2022年3月2日起至2027年3月1日止；贷款利率为浮

动利率，以该合同签订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5年

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为基础减50个基点（1基点=0.01%）

确定，每12个月调整。发行人为成都微芯的前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六部分第（一）4（1）项），成都

微芯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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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第（一）4（2）项）。 

 

4. 担保协议/担保书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

行于 2022 年 3 月 2 日签署的编号为 D320130220902063 的《保

证合同》，发行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与成都微

芯订立的编号为 H320101220301260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

下 15,000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微芯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

支行于 2022年 3月 2日签署的编号为 D320110220302062的《抵

押合同》，成都微芯以其持有的川（2021）成都市不动产权第

0362070 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之土地使用权为其与成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订立的编号为 H320101220301260 的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 15,000万元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签署的编号

为 128XY202200800601 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发行人

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成都微芯订立的编号为

128XY2022008006 的《授信协议》项下最高限额为 5,000 万元

的贷款及其他授信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责任期间为

自该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

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5. 房屋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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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所核查，根据发行人与深圳市大沙河创新产业园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写字楼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书

（现售）》，深圳市大沙河创新产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将位于深圳

市南山区智谷产业园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85号）内B

座写字楼21-24层出售给发行人，建筑面积为7,103.63平方米（按测

绘报告计算），实际建筑面积以不动产登记证书确认的建筑面积为准，

交易总价款为235,117,715.27元。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房产的不动

产权证书尚在办理中。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

合同、协议之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2021年度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其他应收款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 XIANPING LU 4,818,896 元的

其他应收款，前述款项的具体事宜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九部分

第（二）3项。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293,752.33元的其他应收款，前述款项系发行人根据其与浙

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微芯生物与海正药业独占许

可及联合营销战略合作协议》的约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应向发行人支付的临床开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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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深圳市吉办科技有限公司

403,736.28元的其他应收款，前述款项系发行人根据其与深圳

市吉办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的约定，

向深圳市吉办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租赁押金。 

 

(4) 经本所律师核查，美国微芯存在对 265 Davidson Ave LLC 50,160

美元（按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汇率换算即 319,805.11 元）的其

他应收款，前述款项系美国微芯根据其与 265 Davidson Ave LLC

签署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 265 Davidson Ave LLC 支付的押金。 

 

(5)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存在对刘金涛 213,432 元的其他应收

款，前述款项系发行人根据其与刘金涛、杨风玲签署的《北京

市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刘金涛支付的租赁押金。 

 

2. 其他应付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2021年度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于2021

年12月31日，发行人存在对博奥生物4,818,896元的其他应付款，前

述款项的具体情形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九部分第（二）3项。除前述

款项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其他单笔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

款主要系建设工程款、坪山厂房使用费等。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上述金额较大的

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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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发行人章程的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发行人注册地址发

生变化，发行人拟对原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订。前述事宜尚待经发行人于2022

年4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 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的税务合规情况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于2022年3月24

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2]7397号），证明其“暂

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于2022年3月24

日出具《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税违证[2022]7401号），证明其“暂

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3. 成都微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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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于2022年3月30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成都微芯自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暂无重大税收违法违规记录。 

 

4. 微芯新域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于

2022年2月24日出具《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证明“成都微芯

新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暂未发现税

收违法违规事项”。 

 

5. 微芯生物北京分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朝阳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于

2022年3月30日出具《无欠税证明》（京朝三税无欠税证[2022]294

号），证明“经查询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截至2022年3月27日，未发

现有欠税情形”。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发行人的确认，除已

出具法律意见中已披露的财政补贴外，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新增收到或计入其他收益的金额在 50万元（含）以上的主要补助、

补贴情况如下： 

 

1. 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运行与安全生产监管局于 2018 年

12月 26日出具的成高经发[2018]83 号《成都高新区经济运行与安全

生产监管局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三批高新区重大项目专项资金计划的

通知》，成都微芯于 2018年 12月收到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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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与安全生产监管局拨付的资金 500 万元。根据《2021 年度审计

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将上述资金中的 541,222.44 元计入

2021 年度其他收益。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于 2021 年 7月 19日出

具的深科技创新计字[2021]21586号《关于下达科技计划资助项目的

通知》，发行人于 2021 年 3 月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的资

金 308.8 万元。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将上述资

金中的 1,416,238.02元计入 2021年度其他收益。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于 2020 年 9月 18日出

具的深科技创新计字[2020]16682号《关于下达科技计划资助项目的

通知》，发行人于 2021年 11 月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的资

金 150 万元。根据《2021 年度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

将上述资金中的 1,273,553.9 元计入 2021年度其他收益。 

 

4. 根据深圳市南山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于 2021年 11月 15日发布的《南

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1 年第四次会议拟审议资助名单

公示》，发行人于 2021年 11 月收到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拨付的

企业研发投入支持计划资金 100 万元。根据《2021 年度审计报告》

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将上述资金全部计入 2021 年度其他收益。 

 

5. 根据深圳市南山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于 2021年 11月 15日发布的《南

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1 年第四次会议拟审议资助名单

公示》，发行人于 2021年 11 月收到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拨付的生物

医药产业领航发展支持计划资金 800 万元。根据《2021 年度审计报

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将上述资金全部计入 2021 年度其他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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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运行局于 2021

年 12 月 27日出具的《成都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关于下达 2021年成都

高新区重大项目专项资金的通知》（成高经发[2021]40 号），发行

人于2021年12月收到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运行局拨付的资

金 1,000 万元。根据《2021 年度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

人未在报告期内将上述资金计入其他收益。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获得的上述主要补助、补贴符合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有效。 

 

九. 发行人合规情况 

 

(一) 市场监督管理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9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29日期

间，“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场监管领域因违反

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微芯药业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2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

“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市场监管领域因违反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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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3月14日

出具的《证明》，成都微芯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13日，在成

都市市场监管局金信系统和四川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中，未有

违法违规记录。 

 

4. 微芯新域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3月4日出

具的《证明》，微芯新域自2021年8月17日至2022年3月3日，在成都

市市场监管局金信系统和四川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中，未有违

法违规记录。 

 

5. 微芯生物北京分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3月28

日出具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京朝市监信查字[2022]339号），

微芯生物北京分公司自2021年10月15日至2022年3月28日无违反市场

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该局行政处罚的案件记录。 

 

6. 微芯生物上海分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2月24日出具编号

为00000020222000231的《合规证明》，证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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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社会信用码91310000MA1G1DAH74）自2021

年8月16日至2022年2月24日，未发现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

行政处罚记录”。 

 

(二) 安全生产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9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29日期

间，“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全生产领域因违反

安全生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微芯药业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2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

“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安全生产领域因违反安全生

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于

2022年3月3日出具的《安全生产守法证明》（编号：2022-057号），

成都微芯从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在高新区未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未受到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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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土合规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园城市建设局于2022

年3月28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房产管理、土地和建设方

面的守法证明》（成高公园城市证字[2022]063号），成都微芯自2021年

1月1日至2022年3月14日在该局无违反房产管理、土地和建设方面法律、

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四) 住建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9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29日期

间，“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违反建筑市场准入、

工程招投标、发承包、施工许可、工程质量安全等建筑市场监管相关

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微芯药业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2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

“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因违反建筑市场准入、工程招投

标、发承包、施工许可、工程质量安全等建筑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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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园城市建设局于

2022年3月28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房产管理、土地

和建设方面的守法证明》（成高公园城市证字[2022]063号），成都

微芯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14日在该局无违反房产管理、土地

和建设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五) 社会保险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9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29日期

间，发行人无欠缴社保缴纳记录，“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因违反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而受

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微芯药业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2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

微芯药业无欠缴社保缴纳记录，“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因违反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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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

保障局于2022年3月11日出具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核查证明》，

成都微芯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3月11日，未因违反国家、地方

有关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该局做出行政处罚。 

 

(六) 住房公积金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9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29日期

间，“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住房公积金领域因违

反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微芯药业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2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

“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住房公积金领域因违反公积

金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22年3月22日出

具的编号为（2022）字第082525号的《证明》，2014年6月至2022年2

月，成都微芯在此期间缴存了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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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消防合规 

 

1. 发行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30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9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29日期

间，“未发现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消防安全领域因违反

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2. 微芯药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微芯药业查询日期为2022年3月2日的《企业信

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

“未发现深圳微芯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消防安全领域因违反消防安

全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3. 成都微芯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成都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于

2022年3月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成都微芯2021年11月至今未发生

过火灾事故、无消防行政处罚记录。 

 

十.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就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的“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发行人已取得成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出具的编号为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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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字[2022]10 号的《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关于成都微芯药

业有限公司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毕马威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出具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200472 号《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鉴证报告》，认为发行人编制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编制，并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的使用情

况。 

 

十一.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保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重要控股子公司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发行人

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 XIANPING LU 等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出具的保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发行人的股东无未

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其自身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和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出具的保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无未了结的

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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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仅供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报本次

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军  律师 

 

 

 郭  珣  律师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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