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层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邮编：200120 

 



 

目  录 

声明事项..................................................................... 1 

释  义 ...................................................................... 3 

正  文 ...................................................................... 5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 5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 5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 6 

四、 发行人的设立 ........................................................... 10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 12 

六、 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13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 27 

八、 发行人的业务 ........................................................... 28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 28 

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 29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 30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 30 

十三、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 31 

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 31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 31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 ......................................................... 32 

十七、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 32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 33 

十九、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 33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 34 

二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 34 

二十二、 结论意见 ........................................................... 34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1-1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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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01F20172603 

致：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赛伦股份”）的委托，并根据发

行人与本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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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就本次发行上市所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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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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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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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和为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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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论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保证。 

三、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四、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 

（一）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发行人提供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二）发行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

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据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内容，

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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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下述含义：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公司/赛伦

股份 
指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首次在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申请首次在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 

赛伦有限 指 发行人前身上海赛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艺缘工贸 指 上海艺缘工贸有限公司 

置源投资 指 上海置源投资有限公司 

赛派投资 指 上海赛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正投资 指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辕祐咨询 指 上海辕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友财汇赢 指 苏州友财汇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沐恩投资 指 广州沐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瑞力嘉成 指 上海瑞力嘉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光谷投资 指 武汉光谷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赛伦大丰 指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大丰有限公司 

赛远生物 指 上海赛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编制的《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申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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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指 大华出具的大华审字［2019］006938 号的《审计报告》 

《内控报告》 指 
大华出具的大华核字［2019］003536 的《上海赛伦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现行有效并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上

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

案）》 
指 

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按照《公司

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修改的于上市后生效的《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保荐机构/海通证

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银信 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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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工商局 指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报告期 指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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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 2019 年 3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二) 2019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逐项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的与本次发行上市有

关的议案： 

(三)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

式、与会股东资格、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次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发行上市事宜，上述授权范围及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

必要批准与授权，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宜的授

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依法经上交所审核

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现持有

上海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521822M）；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青路 1288 号；法定代表人：范志和；注册资本：人民币

8,116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8,116万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血清抗毒素生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销售，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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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业期限：1999年 11月 9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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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系以发起设立方式由赛

伦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5年 9月 14日取得上海市工商局

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118001933879 的《营业执照》。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

在最近三年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终止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三)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相关审计报告、工商资料等，发

行人前身赛伦有限成立于 1999 年 11月 9日，发行人自赛伦有限成立以来持续经

营，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自赛伦有限成立之日起计算已超过三年。 

(四)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图、各项规章

制度及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等，发行人设立了健全的组织机

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履行职责，运行

良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且持续经营时间三

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逐条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本次发行上市的下列条件：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及《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上市与保荐机构签署了《保荐协

议》，符合《证券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2、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及《招股说明书》，

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同一类别的股份，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同股同权，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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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 

3、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发行人已就拟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额、价格、发行对象等作出决议，符合《公司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4、 根据发行人设立以来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文件及有关

公司治理制度，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

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净利润

分别为 6,342,584.69 元、32,359,902.87 元和 40,247,409.52 元（以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发行人具有持

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6、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有关会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的情形；根据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近三年来不

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五十条第一

款第（四）项之规定。 

7、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发行人目前的股本

总额为 8,116 万元，不少于 3,000 万元；发行人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2,706 万股，

但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25%，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

（三）项之规定。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关于本次发行

上市的如下实质条件： 

1、 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具备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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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的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1） 根据大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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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2） 根据大华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控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

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3、 业务完整，具有独立经营能力 

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的规定：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

员稳定，最近 2 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没有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

份权属清晰，最近 2 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

重大权属纠纷。 

（3） 经访谈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

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

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

的事项。 

4、 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1）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专业从事抗血清抗毒素

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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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实际控制人户籍所在地公安

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走访相关主管部门及通过互联网进行

检索，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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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

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

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3）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说明、户籍所在地公安

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互联网进行检索，上述人员具备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如下情形：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 3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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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符

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1、 如本章第（二）节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

行条件，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一）项。 

2、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发行人的

注册资本为 8,116 万人民币；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股

票的数量不超过 2,706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后

的股本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二）

项。 

3、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 2017 年 2 月 14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

《公司章程》，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为 8,116 万人民币，股本总额为 8,116 万股；根

据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方案，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以

上，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

为 32,359,902.87 元和 40,247,409.52 元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2,706 万股且不低于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参考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末次股权转让价格

（12.33 元/股）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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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发行人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

《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尚需依法经上交所审核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

行发行注册程序外，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 发行人的设立 

（一） 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和方式 

1、 发行人设立的程序 

发行人设立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发起人的资格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共有 2 名发起人，均具备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格。 

3、 发行人的设立条件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具备《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

设立条件。 

4、 发行人设立的方式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采取发起设立方式，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和方式，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且已办理相关登记手

续。 

（二） 发起人协议 

2015 年 7 月 28 日，赵爱仙和置源投资共 2 名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议书》，

约定作为发起人共同设立赛伦股份，并就股本与股份比例、各发起人的权利义务

以及筹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三） 发行人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的审计、评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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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 

1、 审计事项 

2015 年 7 月 13 日，立信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4734 号《审计报告》，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赛伦有限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65,669,554.29 元。 

2、 评估事项 

2015 年 7 月 20 日，银信出具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0666 号《上海赛伦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股份制改制所涉及的净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赛伦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11,647.94 万元。 

2019 年 4 月 22 日，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赛伦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

份公司事项进行追溯评估，并出具沪众评报字（2019）第 0268 号《上海赛伦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拟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其净资产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

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赛伦有限的净资产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11,824.87 万元。 

3、 验资事项 

2015 年 9 月 15 日，立信对各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进行审验并出具信会

师报字[2015]第 151739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止，发行人

已根据有关规定及折股方案以赛伦有限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65,669,554.29 元为基准，按 1：0.9137 折为股份公司的股份总额 6,000 万股，每

股 1 元，共计股本人民币 6,000 万元，大于股本部分 5,669,554.29 元计入资本公

积。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过

程中已经履行了有关审计、评估及验资等必要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发行人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 

2015 年 8 月 14 日，发行人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情况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该次会议同意将赛伦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选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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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时股东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 发行人的业务独立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专业从事抗血清抗毒素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业

务，符合其《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重大采购、

销售等业务合同等，发行人独立地对外签署合同，独立采购、生产并销售其生产

的产品，拥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系统。发行人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发行人拥有独立的决策和执行机

构，并拥有独立的业务系统。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独立，具有直接

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二） 发行人的资产完整情况 

根据相关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提供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商标注册证、专利证书等有关文件资料及本所律师的

现场走访，发行人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

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机器设备、注册商标、专

利权等。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 

（三） 发行人的人员独立情况 

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质量受权人、总经理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均未在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也

未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据此，本所律

师认为，发行人人员独立。 

（四） 发行人的机构独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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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建立健全了内部经营管理部门，包

括办公室、财务部、生产部、质量部、研发部、营销中心、人力资源部、物流部，

各部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

有机构混同的情形。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机构独立。 

（五） 发行人的财务独立情况 

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已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

职的财务会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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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独立设立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的财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六） 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拥有独立开展业务所需的场所、资

产、机构和人员，自主作出经营相关决策，独立从事其《营业执照》所载明的经

营范围中的业务，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

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管理办法》

独立性的有关要求。 

六、 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 发行人的发起人 

经查验，发行人设立时共有 2 名发起人股东，共持有发行人股份 6,000 万股，

占发行人设立时总股本的 100%。发行人发起人股东分别为赵爱仙和置源投资，

赵爱仙为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自然人，置源投资为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该 2 名股东以各自在赛伦有限的股权所对应的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作为出资认购发行人的全部股份。 

1、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

合当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均依法具有相应的民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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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符合当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具备向发行人出资、成为发起人股东的资格； 

3、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已投入发行人的资产产权

关系清晰，将该等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4、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不存在将其全资附属企业

或其他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价入股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其他企业中的权益折

价入股的情形； 

5、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独立完

整，相关资产或权利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 

6、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是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原赛伦有限的债权债务依法由发行人承继，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 

（二） 发行人的现有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有 51 名股东，包括 2 名发起人股东

和 49 名非发起人股东。 

1、发起人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赵爱仙，女，196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为 33062119XX0717XXXX，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 XXXX。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赵爱仙持有发行人

36,848,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5.40%。 

（2）置源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置源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置源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104753159366B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 253 号 B1 首层 6 号 1102 室 

法定代表人 范志和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08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6,0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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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卫生

洁具、日用百货、机电产品、金属材料、通讯器材销售，

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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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3 年 8 月 5 日 

营业期限 2003 年 8 月 5 日至长期 

登记机关 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置源投资持有发行人

24,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9.57%。置源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资本 

（万元） 

实缴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1 范志和 3,859 3,859 63.47 

2 范铁炯 2,221 2,221 36.53 

合计 6,080 6,080 100.00 

2、股东（非发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赛派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赛派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赛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MA1FR08Y9L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77 弄 20 号二层 204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范铁炯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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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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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26 日 

合伙期限至 2023 年 10 月 25 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赛派投资持有发行人

3,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70%。赛派投资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 

承担责任

方式 

在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任职情况 

1 范铁炯 186.60 31.10 无限责任 董事、总经理 

2 于梅 60.00 10.00 有限责任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3 柏伟 23.20 3.87 有限责任 员工 

4 邓秋明 20.00 3.33 有限责任 原董事、总经理 

5 陈则 20.00 3.33 有限责任 
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6 成琼 16.00 2.67 有限责任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7 史小月 16.00 2.67 有限责任 
副总经理、质量受

权人 

8 金丽华 15.00 2.50 有限责任 原财务总监 

9 朱连忠 15.00 2.50 有限责任 职工监事 

10 张浩 15.00 2.50 有限责任 总经理助理 

11 罗湘初 15.00 2.50 有限责任 员工 

12 张志平 15.00 2.50 有限责任 
总经理助理、核心

技术人员 

13 朱孔黎 12.00 2.00 有限责任 
原员工，现赛远生

物员工 

14 何毅明 10.00 1.67 有限责任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15 李韩刚 10.00 1.67 有限责任 员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1-17 

16 单达先 10.00 1.67 有限责任 原董事 

17 赵学明 8.00 1.33 有限责任 员工 

18 梁进富 8.00 1.33 有限责任 员工 

19 金燕萍 8.00 1.33 有限责任 监事 

20 谢杰 8.00 1.33 有限责任 员工 

21 周东 8.00 1.33 有限责任 员工 

22 周卫国 7.00 1.17 有限责任 员工 

23 黄海斌 7.00 1.17 有限责任 员工 

24 黄文斌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 

25 袁辉兵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 

26 王仓怀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 

27 印亚香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退休返聘） 

28 王凯艳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 

29 姜志良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 

30 张志凯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 

31 叶新兴 6.00 1.00 有限责任 员工 

32 宋磊 4.80 0.80 有限责任 员工 

33 沈卫娟 4.00 0.67 有限责任 员工 

34 潘锦卫 4.00 0.67 有限责任 员工 

35 顾卫明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36 黄连兄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37 钱桂荣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38 杨雪华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39 韩光彩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40 吴爱国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41 马建芳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42 秦海珠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退休返聘） 

43 杨成松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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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范颖昊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45 杨洪平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46 何力忠 2.20 0.37 有限责任 员工 

合计 600.00 100.00 -- -- 

经核查，赛派投资作为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2）瑞力嘉成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瑞力嘉成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瑞力嘉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5M43F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113 弄 6 号 8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瑞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创业投资、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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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8 年 07 月 19 日 

合伙期限至 2024 年 07 月 18 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瑞力嘉成持有发行人

3,53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35%。瑞力嘉成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承担责任方式 

1 
上海瑞成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1.64 无限责任 

2 
上海瑞辽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 0.16 无限责任 

3 
上海瑞力创新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49.10 有限责任 

4 上海静投股权投资基金管 10,000 16.37 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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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 

5 
上海瑞力嘉拾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20,000 32.73 有限责任 

合计 61,100 100.00 —— 

根据瑞力嘉成的工商登记资料，瑞力嘉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瑞成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http://www.amac.org.cn/），瑞力嘉成管理人为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海瑞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1 熊飞 320 32 

2 
上海瑞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0 30 

3 上海瑞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0 35 

4 
上海静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30 3 

合计 1,000 100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1 上海上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00 32.91 

2 上海上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150 26.58 

3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00 15.19 

4 
上海瑞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00 12.66 

5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0 6.33 

6 香港沪光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0 6.33 

合计 11,850 100.00 

http://www.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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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

瑞力嘉成为经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编号为 SEG892，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9 日；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编号为 P1000771。 

（3）方正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方正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116306647317R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杨雁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高利 

注册资本 人民币 9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

品、股权等另类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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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7 日至无期限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方正投资持有发行人

2,2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71%。方正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000 100 

合计 90,000 100 

（4）辕祐咨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辕祐咨询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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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上海辕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K16UD6B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3 号楼 21871 室（上

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蒋煜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

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

民意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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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8 年 7 月 2 日 

合伙期限至 2028 年 7 月 1 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辕祐咨询持有发行人

2,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46%。辕祐咨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 
承担责任方式 

1 蒋煜 200 8.11 无限责任 

2 翁吉义 1,466 59.45 有限责任 

3 殷萍萍 600 24.33 有限责任 

4 王军 200 8.11 有限责任 

合计 2,466 100.00 -- 

（5）友财汇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友财汇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友财汇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MHY4Q2G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加城花园中新大道西 128 号幢 9D 室 A08 办公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友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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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14 日 

合伙期限至 2036 年 4 月 01 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友财汇赢持有发行人

1,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23%。友财汇赢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 
承担责任方式 

1 
北京友财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800 2 无限责任 

2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8,000 20 有限责任 

3 浙江汇华投资有限公司 11,200 28 有限责任 

4 
新华联合冶金控投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 50 有限责任 

合计 40,000 100 ——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

友财汇赢为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编号为 SY9600，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6

日；管理人北京友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11170。 

经本所律师查验，北京友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1 北京建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840 47,43 

2 
新华联合冶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000 29.40 

3 嘉兴天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 9.80 

4 浙江汇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0 9.80 

5 周建青 204 2.00 

http://www.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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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忠慧 160 1.57 

合计 10,204 100.00 

（6）光谷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光谷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武汉光谷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2010069186494XR 

住所 武汉东湖开发区珞瑜路 546 号科技会展中心二期东 17 楼 

法定代表人 方原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上述

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

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09 年 7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09 年 7 月 24 日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 

登记机关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光谷投资持有发行人 68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84%。光谷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武汉新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000 35.71 

2 
武汉光谷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13,000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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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4.29 

4 武汉光谷创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0 10.00 

5 武汉光谷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000 7.14 

6 武汉高农生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000 7.14 

7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 

5,000 7.14 

合计 70,000 100.00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

光谷投资为经备案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产品编号为 SD3879，备案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4 日；管理人武汉光谷创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已登记的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会员编码 GC1900031604。 

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武汉光谷创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25 55 

2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75 45 

合计 1,500 100 

（7）沐恩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沐恩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沐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6093598135L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55 号 2606 房（复式单元）（仅限办公用

http://www.amac.org.cn/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0780499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2789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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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法定代表人 李兴昌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服务；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3 月 29 日至无期限 

登记机关 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沐恩投资持有发行人 3,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037%。沐恩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1 柳秀喆 5 1 

2 李兴昌 495 99 

合计 500 100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

沐恩投资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04309。 

（8）其他自然人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赛伦股份其他自然人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额（股） 持股比例（%） 

1 谢丽 31011319XX0310XXXX 1,950,000 2.4027 

2 王跃进 33060219XX0811XXXX 1,269,000 1.5636 

3 陈红 31010119XX0219XXXX 500,000 0.6161 

4 朱丽君 31010619XX0609XXXX 500,000 0.6161 

5 沈克西 31010619XX0722XXXX 500,000 0.6161 

6 杨文浩 15232719XX0419XXXX 350,000 0.4312 

7 宋英杰 31010619XX0528XXXX 305,000 0.3758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2835578-c2321180038
http://www.amac.org.cn/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3-1-26 

8 王玲玲 32072419XX1112XXXX 300,000 0.3696 

9 胡洪芳 31022919XX0920XXXX 249,000 0.3068 

10 李雨忱 11010319XX0726XXXX 150,000 0.1848 

11 孙蓓莉 31010919XX1208XXXX 150,000 0.1848 

12 于越 21060319XX0918XXXX 150,000 0.1848 

13 何毅明 31010519XX0720XXXX 140,000 0.1725 

14 邓秋明 31010619XX0812XXXX 140,000 0.1725 

15 屈祖强 43242219XX1218XXXX 125,000 0.1540 

16 李军凤 11010519XX0701XXXX 120,000 0.1479 

17 傅叶儿 33062119XX0608XXXX 110,000 0.1355 

18 孙凤萍 51300119XX0908XXXX 100,000 0.1232 

19 陆敏芝 31010519XX1112XXXX 100,000 0.1232 

20 王欢 15212719XX1010XXXX 100,000 0.1232 

21 金燕萍 31010219XX0915XXXX 70,000 0.0863 

22 张浩 31022619XX0412XXXX 70,000 0.0863 

23 成琼 43032119XX0301XXXX 70,000 0.0863 

24 张志平 31010519XX0809XXXX 60,000 0.0739 

25 罗湘初 36213719XX1216XXXX 60,000 0.0739 

26 朱连忠 31022619XX0203XXXX 50,000 0.0616 

27 齐冲 37030319XX0321XXXX 47,000 0.0579 

28 陈耀杰 33022219XX0321XXXX 40,000 0.0493 

29 李晓 31010819XX0913XXXX 30,000 0.0369 

30 朱孔黎 37280119XX0512XXXX 30,000 0.0369 

31 王治平 31011019XX1106XXXX 10,000 0.0123 

32 张晓飞 21110219XX0731XXXX 10,000 0.0123 

33 姚闻杰 33040219XX1107XXXX 10,000 0.0123 

34 李兵 37012219XX0329XXXX 8,000 0.0099 

35 陈丽清 32040219XX0910XXXX 6,000 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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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陆青 32100219XX1004XXXX 6,000 0.0074 

37 张昃辰 21021119XX0310XXXX 4,000 0.0049 

38 薛健辉 35212419XX1101XXXX 3,000 0.0037 

39 宁维维 37010519XX0423XXXX 3,000 0.0037 

40 陆军 32040219XX1216XXXX 2,000 0.0025 

41 范岑君 32081119XX0807XXXX 1,000 0.0012 

42 韩涛 51072119XX1208XXXX 1,000 0.0012 

合计 7,899,000 9.7325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现有非自然人股东为依法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者其章程、合伙协议需要终

止或解散的情形，具备成为发行人股东的资格；现有自然人股东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不存在权利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形，具备成为发行人股东的资格。发行人

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查验，范志和、赵爱仙夫妇及其子范铁炯在报告期内一直为发行

人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 发行人及其前身的股本及演变 

经本所律师对赛伦有限及发行人历次股权结构变动所涉内部决议、股权转让

文件、公司章程、验资文件、公司变更前置批复文件、工商变更登记证明等资料

的查验，本所律师认为，赛伦有限及发行人历次股权结构的变动均已依法履行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取得有权部门的批复并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合法、有效。 

（二） 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权清

晰，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冻结、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重大权属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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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目前的经营范围和生产方式均在其《营业执照》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之内，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之外从事经营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审计报告》、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访谈并对发行人相

关业务合同的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区域

设立分支机构及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 

（三） 发行人业务的变更情况 

根据赛伦有限及发行人历次变更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发行人的说明，

发行人最近 2 年的主营业务为从事抗血清抗毒素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发

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四）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以主营业务收入为主。本所

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 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依照法律的规定在

其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生

产经营正常，具备生产经营所需的各项资质证书，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不存在影

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除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

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进行。就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

关联方已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向公司支付了资金占用费，发行人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亦确认了该等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且发行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未再发生此类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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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

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与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间的关联交易行为。为有效规范与减少关联交易，置源投

资、赵爱仙、范志和及范铁炯已出具了关于规范与减少关联交易的书面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内容合法、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已在其《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

项时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及其他公允决策程序，且有关议事规则及

管理制度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章程、有关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规

定中明确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专业从事抗血清抗毒素产品研发、生产和销

售业务，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从事与发行人业

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

不存在同业竞争。为有效防止及避免同业竞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赵爱仙、范志

和及范铁炯已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书面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内容合法、有效。 

（五）发行人已将上述关于规范与减少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进行

了充分披露，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

有或使用的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2 宗土地使用权及 8 宗房屋所有权；发行人租赁

了上海市岳阳路 319 号（园区）8 号楼 07 层，面积 1,124.6 平方米的房屋；发行

人子公司赛伦大丰向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温泉村村委会租赁土地约 1,263.7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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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3 项注册商标。 

3、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国内发明专利 7 项，并有 5 项正在申请中的国内

发明专利。 

4、发行人拥有域名 1 项。 

（二）发行人主要以出让、自建、申请注册、购买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商标、专利、域名、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等的所有权。发行人的上述

财产均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且不存在设定抵押或其

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不存在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行不存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上市产生重

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二）侵权之债 

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

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

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情况 

1、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2、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

款中不存在对发行人 5%以上（含 5%）股份的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

款，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系由正常生产经营而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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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报告期内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行为，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合法有效。 

十三、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报告期内发行人章程的制定及修改均履行了法定程

序，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现行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

均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制定及修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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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发行人根据公司章程，设置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决策、监督机构，并对其职权作出了明确的划分。 

（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具有健全的议事规则，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

通知、会议议案、会议记录等会议文件，发行人自报告期初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期间，共召开了 18 次股东大会、25 次董事会、13 次监事会会议，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

内容及签署合法、有效。 

（四）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开程序、授权、会议表决和决议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对本次发行

上市构成法律障碍的情形。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一）经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的任职均经法定程序产生，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经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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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人员近 2 年未发生重大变化，且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并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的独立董事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庄建伟、程博、章建

康为独立董事，其中程博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要求的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人数

占董事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发行人制订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独立董事的任职

资格、选举与罢免程序、职权范围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独立董事的设立、任职资格及职权范围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的情形。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均依法进行了税

务登记。 

（二）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

税种、税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经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具有相应的政策依据，合法

有效。 

（五）发行人的完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最近三年的纳税申报表、完税证明、有关税收

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

严重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十七、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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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环境保护情况 

经发行人说明、有关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相关环保部

门网站，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不存在因违反有

关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特效新药及创新技术研发

项目、急（抢）救药物急救网络服务项目及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改扩

建厂房项目。上述项目中，仅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改扩建厂房项目涉

及建设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且已取得青浦区环境保护局同意建设的审批

意见。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产品生产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的要

求。根据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

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报告期内无因违反产品质量、标准、计量等

质量技术监督方面法律法规而被查处的情形。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均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获得必要的批准、备案。 

（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不涉及与他人进行合作的情形，亦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并已经有权政府部门核准

和发行人内部批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已建立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用账户。 

十九、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的一致性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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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访谈并经本所律师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公示系统进行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

项。 

（二）根据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确认文件，并经本所律师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公示系统进行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

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 

（三）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确认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公示系统进行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 

二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

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招

股说明书》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查，无

异议。本所律师认为，《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二、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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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发行人《招

股说明书》中所引用的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待经上交所审核并报中国证监会

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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