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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普门科技”）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前述三份法律意见书以下统称“原法

律意见书”）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 

鉴于上交所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下发了《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

核）[2019]399 号，以下简称“《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且发行人将本次发行

上市申报财务资料的审计基准日调整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所就《第三轮审核

问询函》涉及的有关事宜以及发行人最新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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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本

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

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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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第三轮审核问询函》涉及的

有关事宜及发行人最新情况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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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对《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一、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8 

根据申报文件，公司的产品主要属于 II 类医疗器械。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发行人产品分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

疗器械的情况；发行人的产品是否存在依照规定禁止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将相关产品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区分

发行人销售对象类型说明各类销售对象是否具备相应资质；（2）发行人的产品

是否需要厂家指导、培训后可以使用，是否需要医生持证上岗，报告期内使用

发行人产品的医生是否均持证上岗；（3）发行人的经销商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4）发行人境外销售产品是否符合销售地关于医疗器械销售的资质、流程、销

售对象和销售场所限制等相关规定；（5）发行人的每款产品是否可追索，以及

能否获得重复客户情况；（6）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纠纷，是否

存在导致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 

（一）取得了发行人关于产品分类、销售对象、产品使用、产品境外销售、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说明。 

（二）走访发行人部分经销商。 

（三）查阅发行人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四）登录不良反应检测系统检索、进行互联网公众信息检索发行人的产品

是否存在质量纠纷、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 

（五）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 发行人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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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行人《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号：粤深食药监械经营

备 20181171 号）； 

3. 深圳市市监局出具的复函（深市监信证[2018]28 号）、《违法违规记录

证明》（深市监信证[2019]000483 号、深市监信证[2019]003450 号）； 

4. 发行人主要销售对象资质文件（覆盖销售额 60%以上）； 

5. 发行人产品说明书； 

6. 发行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03062855）； 

7. 发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

4453167272）； 

8. 发行人《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 

9. 发行人与经销商签署的经销协议。 

核查内容： 

（一）发行人产品分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发行人的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分类 产品名称 注册证/备案凭证 

1 
第三类医疗

器械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生产、销售第三类医疗

器械的情况 

2 

第二类医疗

器械 

光子治疗仪 粤械注准 20162261553 

3 结肠水疗仪 粤械注准 20172540423 

4 红外治疗仪 
粤 械 注 准 20172260481 、 粤 械 注 准

20172260677 

5 多功能清创仪 粤械注准 20162541454 

6 脉冲磁治疗仪 粤械注准 20172261326 

7 空气波压力治疗系统 粤械注准 20172261773 

8 高频振动排痰系统 粤械注准 20152260435 

9 紫外线治疗系统 粤械注准 20162260940 

10 医用负压吸引器 粤械注准 20172541314 

11 中频干扰电治疗仪 粤械注准 20192090538 

12 热敷贴 粤械注准 20192090402 

13 冲击波治疗机 粤械注准 2018226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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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及试剂产品 

粤 械 注 准 20172400785 、 粤 械 注 准

20162401609、粤械注准 20152401315、粤械

注准 20172401644、粤械注准 20152401314、

粤 械 注 准 20162400487 、 粤 械 注 准

20162400488 

15 
特定蛋白分析仪及试

剂产品 

粤 械 注 准 20172400784 、 粤 械 注 准

20152220037、粤械注准 20152400030、粤械

注准 20172400484、粤械注准 20162400508、

粤 械 注 准 20172400795 、 粤 械 注 准

20152400200、粤械注准 20152400203、粤械

注准 20152400202、粤械注准 20152400201、

粤 械 注 准 20152400761 、 粤 械 注 准

20182401026、粤械注准 20182401034、粤械

注准 20182401035 

16 
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

及试剂产品 

粤 械 注 准 20152400724 、 粤 械 注 准

20162400489、粤械注准 20162400490、粤械

注准 20162400510、粤械注准 20162400661、

粤 械 注 准 20162400652 、 粤 械 注 准

20162400653、粤械注准 20162400662、粤械

注准 20192400384、粤械注准 20192400383、

粤械注准 20192400413 

17 

自动尿液微量白蛋白

肌酐分析仪及试剂产

品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386 、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505、粤械注准 20182400500、粤械

注准 20182400502、粤械注准 20182400501、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504 、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778 

18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

仪及试剂产品 

粤 械 注 准 20172400168 、 粤 械 注 准

20172401198、粤械注准 20172401309、粤械

注准 20172401308、粤械注准 20172401788、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678 、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503、粤械注准 20182400545、粤械

注准 20182400676、粤械注准 20182400677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675 、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780、粤械注准 20182400813、粤械

注准 20182400896、粤械注准 20182400899、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921 、 粤 械 注 准

20182400920、粤械注准 20182400961、粤械

注准 20182401016、粤械注准 20182401033、

粤 械 注 准 20182401097 、 粤 械 注 准

20182401138、粤械注准 20182401139、粤械

注准 20192400042、粤械注准 20192400041、

粤 械 注 准 20192400434 、 粤 械 注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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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400433、粤械注准 20192400634、粤械

注准 20192400949、粤械注准 20192400982 

19 

第一类医疗

器械 

吸引头 粤深械备 20140081 号 

20 吸引管 粤深械备 20140082 号 

21 
样本稀释液  

Sample Diluent 

粤深械备 20150337 号、粤深械备 20170065

号 

22 
缓冲液  

Buffer 
粤深械备 20150353 号 

23 
清洗液 

Cleaning solution 

粤深械备 20150358 号、粤深械备 20170132

号、粤深械备 20180083 号、粤深械备

20170064 号 

24 医用冰袋 粤深械备 20160209 号 

25 肢体压力套 粤深械备 20170112 号 

26 光子冷凝胶 粤深械备 20180034 号 

27 医用冷敷贴 粤深械备 20180035 号 

28 冲洗器 粤深械备 20190059 号 

注 1：同一医疗器械备案凭证、医疗器械注册证项下可包含多种产品型号和产品规格； 

注 2：发行人部分产品已取得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注册证，但尚未上市开展销售。 

（二）发行人的产品是否存在依照规定禁止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报

告期内发行人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将相关产品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 

1. 关于医疗器械经营的相关规定 

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

械批发，是指将医疗器械销售给具有资质的经营企业或者使用单位的医疗器械经

营行为；医疗器械零售，是指将医疗器械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医疗器械经营行为；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是指使用医疗器械为他人提供医疗等技术服务的机构，包括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以及依法不需要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血站、单采

血浆站、康复辅助器具适配机构等。 

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按照医疗器械风险程度，医疗器械经

营实施分类管理。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许可和备案，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实

行备案管理，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许可管理。 

2. 发行人取得证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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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号：粤深食药监

械经营备 20181171 号），发行人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方式为“批零兼营”。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要办理许可、备案手

续，发行人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可向消费者零售或向有资质的经营企业或者使用

单位销售，不存在依照规定禁止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 

3. 发行人取得无违规证明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监局出具的复函（深市监信证[2018]28 号）、《违法违规记录

证明》（深市监信证[2019]000483 号、深市监信证[2019]003450 号），除律师工

作报告已披露的行政处罚（2016 年 1 月，发行人因结肠水疗仪标识不合格被深

圳市市场稽查局处以 10,000 元罚款）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三）区分发行人销售对象类型说明各类销售对象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销售对象为有资质的经销商、民营医院、公立医

院、体检中心、部队采购项目及消费者个人。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医疗器械经营

监督管理办法》，民营及公立医院、体检中心均需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后方可开展医疗执业或健康检查业务；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需向食品药监部门备

案，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需向食品药监部门申请许可。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主要销售对象资质文件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走访部分经

销商，除向消费者少量零售外，发行人仅向具有《医疗结构执业许可证》的民营、

公立医院，体检中心，以及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凭证）的境内经

销商或承诺具有合法资质的境外经销商销售产品。发行人参与部队集中采购项目

销售的产品由部队统一配送至具备资质的医疗服务机构。 

（四）发行人的产品是否需要厂家指导、培训后可以使用，是否需要医生

持证上岗，报告期内使用发行人产品的医生是否均持证上岗 

根据《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大型医用设备，是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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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复杂、资金投入量大、运行成本高、对医疗费用影响大且纳入目录管理的

大型医疗器械；大型医用设备使用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能力，按照产品说

明书、技术操作规范等使用大型医用设备。发行人产品不属于前述目录管理范围

内的大型医用设备，不需要使用人员持证上岗。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产品说明书，发行人产品已按照

《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的要求附有说明书与标签，提供了产品正确

安装、调试、操作、使用、维护、保养的基本信息。 

为提升客户服务，发行人已指派用户服务工程师及经销商技术工程师为终端

医疗机构客户提供体外诊断产品的装机、校准等服务。由于发行人治疗与康复产

品体积较小，通电即可使用，按键简单，操作便捷；体外诊断产品自动化程度高、

易于操作和使用，装机及校准完成后即可操作使用，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需要厂

家指导、培训后方可使用的情况。 

（五）发行人的经销商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仅向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的境内经销商及承诺具有合法资质的境外经销商销售产品，具体请见“（三）区

分发行人销售对象类型说明各类销售对象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及“（六）发行人

境外销售产品是否符合销售地关于医疗器械销售的资质、流程、销售对象和销售

场所限制等相关规定”。 

（六）发行人境外销售产品是否符合销售地关于医疗器械销售的资质、流

程、销售对象和销售场所限制等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外销售金额占公司整体销售金额的

比例分别为 5.63%、6.14%、4.35%和 4.61%，占比较低。发行人境外销售产品均

为发行人作为对外贸易出口方，由发行人境外经销商进口后在进口国境内销售，

发行人不直接在境外经营销售。发行人与境外经销商均签署经销协议，约定经销

商需具有相应资质并合法销售。发行人产品已取得欧盟准入及泰国、印度等国家、

地区的注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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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030628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4453167272）

及《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具体请见“第二部分 九、发行人的业务”），

严格遵守出口流程。 

（七）发行人的每款产品是否可追索，以及能否获得重复客户情况 

根据《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方案》，首批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

（即建立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框架。实现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的创建、赋予以及

数据上传下载和共享功能，形成试点品种的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数据库，建立唯一

标识数据平台）试点工作将以心脏、颅脑植入物、假体类等高风险植（介）入类

医疗器械为重点品种，于 2020 年 7 月完成首批试点工作。发行人产品不属于首

批试点重点品种，目前尚无针对发行人产品强制要求追溯的规定。 

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

业还应当具有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经营

的产品可追溯。鼓励从事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建立符合医疗器械

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二

条，从事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业务以及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业务的经营

企业，还应当建立销售记录制度。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已建立了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对销售产品的名

称、型号、数量、销售日期、购货者的名称等事项进行记录；发行人产品外部明

确标识了商标、生产厂家、产品序列号等信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至少在两个会计年度均向其实现产品销售的客户情况如下

表所示：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重复客户产生的

销售收入（万元） 
17,157.42 29,654.49 23,294.00 15,781.87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20,498.43 32,342.93 25,082.97 17,453.62 

占比 83.70% 91.69% 92.87% 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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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纠纷，是否存在导致医疗事故

或医疗纠纷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不良反应检测系统检索、进行互联网

公众信息检索，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不存在质量纠纷，不存在产品导致医疗

事故或医疗纠纷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监局出具的复函（深市监信证[2018]28 号）、《违法违规记录

证明》（深市监信证[2019]000483 号、深市监信证[2019]003450 号），除律师工

作报告已披露的行政处罚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有

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核查结果： 

1. 发行人的产品不存在依照规定禁止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报告期内

发行人不存在违反规定将相关产品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 

2. 除向消费者少量零售外，发行人销售对象均具备相应资质； 

3. 发行人的产品不需要厂家指导、培训后方可使用，不需要医生持证上岗；  

4. 发行人与境外经销商均签署经销协议，约定经销商需具有相应资质并合

法销售；发行人产品已取得欧盟准入及泰国、印度等国家、地区的注册许可； 

5. 目前尚无针对发行人产品强制要求追溯的规定，发行人已建立了计算机

信息管理系统，对销售产品的名称、型号、数量、销售日期、购货者的名称等事

项进行记录； 

6.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不存在质量纠纷，不存在导致医疗事故或医疗

纠纷的情况。 

二、 其他问题 

深圳高新定向转增事项是否取得其它股东的书面同意;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

是否履行相应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深圳高新提前退出的原因、是否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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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过程： 

1. 取得了刘先成、胡明龙、曾映、徐岩、张海英、卢山、瀚钰生物、瑞源

成健康及瑞普医疗关于深圳高新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事项的确认函。 

2. 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项目合同书（固定收益类）》（项目编

号：KQTD20140630101757390，下达文号：深科技创新[2105]47 号）（以下简称

“《项目合同书》”）； 

（2）《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4 年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团队资助项目（第一批）的通知》（深科技创新[2105]47 号）； 

（3）《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验收合格证书》（深科技创新验字

A201620001）（以下简称“《验收合格证书》”）； 

（4）《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商请审核深圳普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

资项目退出方案的函》（深科技创新函[2016]1771 号）； 

（5）《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深圳普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退出方

案的复函》（深财科函[2017]34 号）； 

（6）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鉴证书》（鉴证书编号：

GZ20170412004）； 

（7）深圳高新与瀚钰生物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8）发行人股东会文件； 

（9）发行人工商内档。 

核查内容： 

（一）深圳高新定向转增事项是否取得其它股东的书面同意 

2016 年 6 月 28 日，普门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4,650

万元。本次增加的 275 万元注册资本，由刘先成认缴 60 万元、瀚钰生物认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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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瑞普医疗认缴 164 万元、深圳高新认缴 11 万元，除深圳高新以资本公积

转增实收资本，其他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2016 年 6 月 29 日，普门有限在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已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全部到位。 

上述定向转增发生时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刘先成、胡明龙、曾映、徐岩、张海

英、卢山、瀚钰生物、瑞源成健康及瑞普医疗均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同意深圳高

新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且前述事项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或潜

在纠纷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是否履行相应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1. 关于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适用的规定 

2015 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同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财

政产业专项资金股权投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试行）》”）。

其中，第六条规定，产业专项资金股权投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程序后，由受托

管机构与申请单位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十二条及第二十四

条规定，股权投资方案中股权估值按每股净资产的 3 倍为入股价且约定固定收益

的，在退出时，由受托管理机构按照投资时的约定，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将股权

转让给责任股东，由合法国有产权交易机构鉴证。 

2. 关于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基本情况 

（1）2015 年 11 月 19 日，普门有限、刘先成与深圳高新签署《项目合同书》，

约定深圳高新为项目投资普门有限 2,000 万元人民币，占有 4.00%股权，持股期

限为 2 年。项目期满且验收通过后，深圳高新将以投资金额 114.00%的价格将股

权转让给刘先成。2015 年 12 月 18 日，普门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深圳高

新以货币增资 175 万元（占比 4.00%）成为公司股东。2016 年 1 月 12 日，普门

有限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2）2016 年 10 月，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向普门有限核发《验收合格证

书》，确认普门有限承担的“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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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验收。2016 年 12 月 22 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函，同意深圳高新

按投资额 114.00%的价格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刘先成指定股东瀚钰生物。2017

年 1 月 4 日，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发函，同意深圳高新转让股权并退出普门有限相

关事宜。2017 年 3 月 22 日，普门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深圳高新将其持有

的公司 3.60%股权以人民币 2,280 万元转让给瀚钰生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

权。2017 年 4 月 6 日，深圳高新与瀚钰生物就前述股权转让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书》。2017 年 4 月 12 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就前述股权转让出具了《产

权交易鉴证书》（鉴证书编号：GZ20170412004）。2017 年 4 月 28 日，瀚钰生

物支付完毕全部 2,280 万元。2017 年 5 月 17 日，普门有限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3. 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已履行了相应程序、合法合规 

《项目合同书》约定了深圳高新持股期限为 2 年且约定了固定收益（投资金

额 114%或年化收益率 7%）。深圳高新 2016 年对普门有限 2,000 万元的投资实

际为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因孔雀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就普门有

限“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项目下发的财政资助项目。 

根据《管理办法（试行）》，深圳高新投资普门有限的资金为财政专项资金，

由深圳市财政委员会通过深圳高新投入普门有限，并非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资产。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已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试行）》

的要求，履行了立项审批、合同签署、项目验收、退出方案审批、交易鉴证、资

金缴纳等全部流程，符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

情况。 

（三）深圳高新提前退出的原因、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项目合同书》，“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股权

投资项目期限为 2 年，项目期满且通过验收后，深圳高新将所持有股权转让给实

际控制人。 

根据 2016 年 10 月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向普门有限核发的《验收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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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普门有限承担的“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项目提前

通过验收。 

鉴于发行人开始筹划引进机构投资者、谋划股份改制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

宜，发行人与深圳高新协商提前退出事宜并获得其同意。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先后发函，同意深圳高新按投资额 114%的价格将持有的股权

转让给刘先成指定股东瀚钰生物。深圳高新退出已按照《管理办法（试行）》的

规定履行完毕全部程序，合法合规。 

核查结果： 

1. 普门有限就深圳高新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事项已取得了其他股东的

书面同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并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变更登记，不存在损

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已按照规定履行了相应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国

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3. 因项目提前通过验收，经协商并取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

政委员会同意，深圳高新提前退出公司，相关程序合法合规。 

第二部分：对《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及《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更新 

一、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15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生产经营中会产生一定环境污染物。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环保设施的实际

运行情况、环保投入与排污量的匹配情况。 

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 

（一）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 查阅了发行人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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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阅了发行人的环保监测报告； 

3. 查阅了发行人与环保机构签署的合同及相应资质文件； 

4. 查阅了发行人环保支出银行凭证。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位于松白路 1008 号的生产场地主要生产医疗器械，

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具体如下所示： 

污染物类型 污染物名称 处理方式 排放量 

废水污染物 

生产废水 无 -- 

体外诊断设备液路清

洗废水、实验室废液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2,160kg/年 

大气污染物 生产废气 无 -- 

固体废物 

废包装材料 废品站处理 12.9t/年 

废气酒精包装容器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少

量试剂管/头、实验辅

材等 

经过高温高压灭活后置

于医疗废物周转箱，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240kg/年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位于冠城高新工业区的生产场地主要生产体外诊断试

剂，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具体如下所示： 

污染物类型 污染物名称 处理方式 排放量 

废水污染物 

清洗废水、少量检测

废液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

理 
540kg/年 

纯水制备尾水、反冲

洗水 

为清净下水，可直接排

放 
600kg/年 

大气污染物 生产废气 无 -- 

固体废物 

废包装材料、纯水反

渗透装置定期更换的

RO 膜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

理或原厂家加以回收

处理 

200kg/年 

沾染试剂或化学品的

包装废物、废一次性

检测器皿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

理 
60kg/年 

(三)2019 年 5 月，发行人收购深圳市优力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优力威”）。优力威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雪象居委下雪村龙船坑的生产场

地主要生产冲击波治疗仪，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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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类型 污染物名称 处理方式 排放量 

废水污染物 生产废水 无 -- 

大气污染物 生产废气 无 -- 

固体废物 废包装材料 
委托专业公司回收再

利用 
25kg/年 

(四)发行人已设置独立的回收暂存库房，安放了医疗废物、一般废物收集桶。

生活垃圾、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存放，满足贮存的基本要求。 

(五)发行人主要污染物为医疗废物，主要环保支出为支付给专业处理单位的

处理费用。根据发行人与深圳市益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医疗废物处理协

议》，益盛环保定期为发行人收集、转运、处理医疗废物，并按照所处理的医疗

废物重量计费。报告期内，发行人医疗废物排放量与环保支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医疗废物排放量

（kg） 
1,773.50 3,510.00 2,615.00 1,946.00 

委 托 环 保 支 出

（元） 
7,631.45 13,281.45 9,278.30 6,789.94 

平均处理价格（元

/kg） 
4.30 3.78 3.55 3.49 

其 他 环 保 支 出

（元） 
309.74 1,320.48 3,568.36 839.38 

环 保 支 出 合 计

（元） 
7,941.19 14,601.93 12,846.66 7,629.32 

注：环保支出均为不含税金额；其他环保支出为购置环保袋、医疗废物收集容器等支出。 

发行人与益盛环保签署的处理协议有效期为每年 5 月至次年 4 月，处理单位

按照合同约定期间的排污量合计计费，而发行人按月平均分摊全年的委托处理费

用并归集至相应的会计年度，但由于公司各月的医疗废物排放量存在差异，导致

按年计算的医疗废物平均处理价格存在一定差异，基本保持稳定。因此，发行人

的环保支出与医疗废物排放量基本匹配。 

核查意见： 

发行人生产经营已配备了必要的环保设施，不存在对外排放污染物的情况，

危险废物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环保支出与医疗废物排放量基本匹配。 

二、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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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在未为少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

公积金的具体金额及对发行人净利润的影响；实际缴纳人数与应缴纳人数存在

差异的原因；发行人存在应缴未缴社保和住房公积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

为及对本次发行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 

（一）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二）通过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方面的行政处罚。 

（三）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 发行人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 

2. 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3.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社会保险 

1. 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应缴纳未缴社会保险的具体情况如下： 

保险类别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医疗保险 32 4,084.07 20 9,155.52 22 10,232.64 24 11,848.32 

养老保险 32 88,488.13 20 157,581.59 22 179,946.59 26 355,073.73  

失业保险 32 6,806.78 20 4,345.2 21 4,600.8 23 5,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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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 32 3,335.32 20 5,939.61 21 6,453.03 23 11,423.74  

生育保险 32 3,063.05 20 5,454.75 22 6,228.92 24 10,713.13  

2. 报告期内每年末，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部分员工应缴纳未缴社会保险

的原因如下： 

（1）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 32 名未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中，4 人已退

休，1 人选择自行缴纳，26 人因新入职处于社保手续办理过程中，1 人因户口变

动，尚未及时办理社保手续。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 20 名未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中，3 人已

退休，1 人选择自行缴纳，15 人当月入职尚未及时办理社保手续，1 人仍在原单

位缴纳。 

（3）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 22 名未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中，3 人已

退休，7 人选择自行缴纳，12 人当月入职尚未及时办理社保缴纳或变更缴纳手续，

或当月仅缴纳部分险种。 

（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 26 名未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中，2 人已

退休，13 人选择自行缴纳，11 人当月入职尚未及时办理社保缴纳或变更缴纳手

续，或当月仅缴纳部分险种。 

(二)住房公积金 

1. 报告期内每年末，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应缴纳未缴住房公积金的具体

情况如下： 

类别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 

金额（元） 

住房公积

金 
40 37,977.84 21 63,513.07 26 70,199.30 47 229,650.22 

2. 报告期内每年末，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部分员工应缴纳未缴社会保险

的原因如下： 

（1）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在 40 名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中，4 人为

外籍人员，3 人已退休，1 人选择自行缴纳，32 名新入职人员处于公积金缴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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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办理过程中。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 21 名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中，4 人

为外籍人员，2 人已退休，1 人选择自行缴纳，14 人因当月入职尚未及时办理公

积金缴纳手续。 

（3）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 26 名未缴纳公积金的人员中，4 人为外

籍员工，2 人退休，7 人选择自行缴纳，13 人因当月入职尚未及时办理公积金缴

纳手续。 

（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 47 名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中，3 人

为外籍员工，2 人退休，20 人选择自行缴纳，13 人选择在户籍地缴纳，9 人因当

月入职尚未及时办理公积金缴纳手续。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应缴纳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对利润的影响具

体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应缴未缴社会保险金

额（万元） 
10.58 18.25 20.75 39.44 

应缴未缴住房公积金

金额（万元） 
3.80 6.35 7.02 22.97 

小计 14.38 24.60 27.77 62.41 

当期净利润（万元） 5,070.90 8,114.40 5,642.50 1,038.43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 0.28% 0.30% 0.49% 6.01% 

(四)根据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取得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深圳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等主管部门关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的证明，并

经本所律师登录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社保

和住房公积方面的规定被主管部门处罚的重大违法行为。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先成已出具承诺：“若公司及其子公司、

分公司因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前执行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政策事宜被要求补缴社

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罚款或因此而遭受其它任何损失，本人将及时、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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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全额补偿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司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核查意见：  

发行人存在应缴未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前述情

况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障碍。 

第三部分：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披露内容的更新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决议有效期为 24 个月，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尚在有

效期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前述决议的内

容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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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程

序合法有效。 

(二)2019 年 8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019 年 9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

售。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将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且参与成员需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 个月。 

公司后续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将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具体情形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详细披露，

包括但不限于：参与战略配售人员的姓名、职务、认购股份数量和比例、限售期

限等。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8-3-23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实施并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10%。全部参与成员均需承诺本次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 个

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主体及方式符合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待上交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

序。 

二、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登录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信用网查询，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上市的

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发行人在审计基准日调整后仍然继续符合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

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1.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有关股票上市的下

列条件： 

根据发行人与国信证券签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保荐协

议》及国信证券提供的证券业务相关资质，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由具有保荐人资

格的国信证券担任保荐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2.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有关公开发行新股

的下列条件： 

（1）经查验发行人《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资料，

实地了解发行人职能部门的设置及运作情况，发行人已经依照《公司法》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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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了独立董事，聘任了总

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并根据公司业务运作

的需要设置了相关的职能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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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9〕3-324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

称“《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47,585,450.08 元、81,144,019.85 元及 50,708,982.40 元，

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且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项的规定； 

（3）经审阅《审计报告》，并根据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南山区

地方税务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深圳海关等政府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有

关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

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3.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关股票

上市的下列条件： 

根据发行人与国信证券签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保荐协

议》及国信证券提供的业务资质，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由具有保荐人资格的国信

证券担任保荐人，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4.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有关股票上市的下

列条件： 

（1）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 37,920 万元，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

将不少于 3,000 万元，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

不超过 4,300 万股，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不超过 42,220 万股，公开发行的股

份达到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十，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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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

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条件： 

1.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条规定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1）发行人是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由普门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发行

人的具体设立过程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四部分“发行人的主要历史沿革

及设立”），其持续经营时间从普门有限 2008 年成立至今已经超过三年； 

（2）经查验发行人《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资料，

实地了解发行人职能部门的设置及运作情况，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具体参见《律师工作报

告》正文第十五部分“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2.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一条的规定： 

（1）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天健会计师项目经办人员进行访

谈，发行人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

制度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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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已向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天健会计师项目经办人员进行访

谈，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天健会计师已向发行人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关

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3-325 号）。 

3.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的规定 

（1）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一）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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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资产完整（具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第十一部分“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b)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体参见《律

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五部分“发行人的独立性”）； 

c)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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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部分“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 

a)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审计报告》、工商档案及最近两年的股东大会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发行人最近 2 年内主营业务稳定，没有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具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九部分“发行人的业务”）； 

b)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核查，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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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实际控制人均为刘先

成，没有发生变更，控制权稳定，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具

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七部分“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c)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及最近两年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并经访谈公司相关人员，发行人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

员稳定，最近 2 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具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六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三）

款的规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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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见《律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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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正文第十一部分“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b)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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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的规定： 

（1）根据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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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九部分“发行人的业务”）； 

（2）根据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分别作出的确认和相关政

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互联网检索公众信息，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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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

派出所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办事处及其他有权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

所律师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及取得其声明，查阅中国

证监会网站披露的《市场禁入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监管与处分记录等公众信息及通过互联网进行检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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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六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一）项：“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或者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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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 亿

元”。 

根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市值的分

析报告》及《审计报告》，发行人预计市值区间为 39.82 至 68.97 亿元，最近两年

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为 8,809.6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者），

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为 32,342.93 万元，符合以上标准。 

四、 发行人的主要历史沿革及设立 

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已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设立及历史

沿革情况。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并查验发行人拥有的专

利证书、软件著作权证书、主要经营设备的购置合同和发票及发行人签署的租赁

合同、发行人使用商标的注册证、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的《营业执照》，自原法

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未出现重

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

务体系和直接面对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发行人在其他方面亦不存在影响其独立

性的严重缺陷。 

六、 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根据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及其出具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信用网查询，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本总额、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动。 

(二)根据发行人的工商资料、发行人及其股东分别出具的确认，并经本所律

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信用网核查，发行人股东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况，亦未涉及任何争议或纠

纷。 

七、 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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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已详细披露了发行人发起

人、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情况。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信用网查询，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的基本情况变化如下： 

1. 深圳红土孔雀 

深圳红土孔雀股东信息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创新投资 6,000 24% 

2 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000 20% 

3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4,000 16% 

4 深圳市高新奇投资有限公司 4,000 16% 

5 深圳市亦丰实业有限公司 3,000 12% 

6 孙雪珍 2,000 8% 

7 陈静 750 3% 

8 刘晓昕（监护人：陈静） 250 1% 

合计 25,000 100% 

2. 前海股权基金 

前海股权基金合伙人信息变更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中科鼎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0,000.0000 5.2631% 

2 济南峰靖商贸有限公司 150,000.0000 5.2631% 

3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0 5.2631% 

4 珠海横琴富华金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00 5.2631% 

5 珠海横琴富华金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00 5.2631% 

6 上海行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00 5.2631% 

7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00 5.2631% 

8 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3.5088% 

9 
深圳市龙华新区引导基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000 3.5088% 

10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3.5088% 

11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3.5088% 

1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3.5088% 

13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 2.1052% 

14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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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16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17  深圳市安林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18  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19  
深圳凯利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曾用名：

中久联（深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0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1  李永魁 50,000.0000 1.7544% 

22  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3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4  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5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50,000.0000 1.7544% 

26  
厦门市三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

厦门市三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7  新余市晟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8  深圳市文燊威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29  
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50,000.0000 1.7544% 

3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31  新疆粤新润合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1.7544% 

32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1.7544% 

33  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1.0526% 

34  
天津未来产业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000.0000 1.0526% 

35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 1.0524% 

36  徐州金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0 1.0526% 

37  
汇祥蓝天（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0.0000 0.7018% 

38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0.7018% 

39  唐山致行商贸有限公司 20,000.0000 0.7018% 

40  陈韵竹 20,000.0000 0.7018% 

41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0.7018% 

42  郑焕坚 10,000.0000 0.3509% 

43  郭德英 10,000.0000 0.3509% 

44  深圳市中孚泰文化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0.3509% 

45  深圳市广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0.3509% 

46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00 0.3509% 

47  喀什唐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0.3509% 

48  盘李琦 10,000.0000 0.3509% 

合计 2,850,0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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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悦璞投资 

上海悦璞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宁波软库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信息变

更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旭 29,700 99% 

2 宁波软库投资有限公司 300 1% 

合计 30,000 100% 

4. 深圳群峰创富 

深圳群峰创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卢德根，股东信息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姚晓钦 3,960 99% 

2 卢德根 40 1% 

合计 4,000 100% 

5. 北京顺祺投资 

北京顺祺投资出资额变更为 30,300 万元，合伙人信息变更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澄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0.00 0.99% 

2 北京顺隆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000.00 16.50% 

3 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6.50% 

4 王旭霞 3,000.00 9.90% 

5 秦劲 3,000.00 9.90% 

6 
北京昌平中小微企业双创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 
3,000.00 9.90% 

7 北京明润广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9.90% 

8 翟方 2,000.00 6.60% 

9 北京大扩鸿威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 6.60% 

10  厦门市天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6.60% 

11  厦门市政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3.30% 

12  北京义本生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3.30% 

合计 30,300.00 100.00% 

6. 倚锋九期创投 

倚锋九期创投出资额变更为 40,000 万元，合伙人信息变更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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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2,000.00 30.00% 

2 蔡明 5,100.00 12.75% 

3 张毅 3,000.00 7.50% 

4 曹国庆 3,000.00 7.50% 

5 朱湃 1,100.00 2.75% 

6 荣盛（厦门）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2.50% 

7 冯炜 1,000.00 2.50% 

8 庄艳 1,000.00 2.50% 

9 李思远 1,000.00 2.50% 

10  郑卉璇 1,000.00 2.50% 

11  曹能钢 500.00 1.25% 

12  汪睿 500.00 1.25% 

13  刘明君 500.00 1.25% 

14  涂冰云 500.00 1.25% 

15  郭丽娜 500.00 1.25% 

16  王惠 500.00 1.25% 

17  张勇长 500.00 1.25% 

18  李之涵 500.00 1.25% 

19  顾菲 500.00 1.25% 

20  闵齐双 500.00 1.25% 

21  深圳市香山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00 1.25% 

22  孙烜 500.00 1.25% 

23  钟德辉 500.00 1.25% 

24  谭榕葵 500.00 1.25% 

25  前海嘉得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500.00 1.25% 

26  李三平 500.00 1.25% 

27  徐飞 500.00 1.25% 

28  黄艳 500.00 1.25% 

29  张兆平 500.00 1.25% 

30  林青 500.00 1.25% 

31  李颖 500.00 1.25% 

32  深圳市倚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0.75% 

合计 40,000.00 100.00% 

（二）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已详细披露了发行人机构股东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根据本所律师登录基金业协会网站公示

系统查询，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机构股

东基金管理人登记及基金备案的变化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情况 
备案编码 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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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红土孔雀 已备案 SL3362 
深创投红土股权投资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P1069346 

根据深圳群峰创富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深圳群峰创富的股东，深圳群峰

创富全部权益属于卢德根及姚晓钦，资金来源均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公开

或非公开募集投资资金，不存在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资产的情形，因此该机构股

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除上述披露的变更外，发行人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未发生其他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八、 发行人的附属公司 

（一）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了发行人附属公司的

具体情况。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附属公司的工商档

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信用网查询，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

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附属公司的变化情况如下： 

1. 重庆普门创生物 

重庆普门创生物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 万元，住所变更为重庆市沙坪坝区凤

凰镇皂桷树村临谢家院子组 2 号 1-29 室。 

2. 重庆普门医疗 

重庆普门医疗名称变更为重庆普门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为：医疗器械研发；计算机软件、硬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卫生材料及敷料、

生物制品、诊断试剂的研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3. 普门信息 

普门信息住所变更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大和工业区 34 号 3 单

元 717 号。 

4. 南京普门 

南京普门名称变更为南京普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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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生物科技、科学仪器、医疗器械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计算机、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销售；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与销售。 

5. 香港普门 

香港普门登记证号变更为：64929741-000-06-19-9（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注册地址变更为：19H MAXGRAND PLAZA, NO.3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KL。 

6. 优力威 

优力威系发行人 2019 年 5 月收购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

现 持 有 深 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40300MA5EC5TD9J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住所为深圳市龙

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下雪村龙船坑 3 号厂房 301，法定代表人为曾映，经营范

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

品的销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生物制品的

技术开发；生物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

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信息技术咨询；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医疗器

械研发；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二类医疗器械

生产和销售。 

7. 松山湖分公司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松山湖分公司系发行人新设分公司，松山

湖分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现持有广东省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900MA53CM661K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广东省东

莞市松山湖园区彰化路 2 号，负责人为曾映，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科学

仪器的技术开发和销售（不含限制项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医疗器械的研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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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二）除上述变更情况外，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发行人附属公司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其他变更。 

九、 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及其境内附属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当地工商主管部门的核准

登记，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审计报告》，

并经本所律师抽查发行人的重要业务合同，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财务总监及天

健会计师项目经办人员的面谈，发行人及其境内附属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没有超

出工商主管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二）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附属公司持有

的业务经营所需资质或许可证书情况如下： 

1. 2019 年 7 月 30 日，发行人取得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医疗器械

生产许可证》（编号：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081535 号），生产范围为“Ⅱ类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Ⅱ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Ⅱ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有效期至 2022 年 9 月 24 日。 

2. 2018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取得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编号：粤 B08073 号），经营范围为“Ⅲ类：6854 手术室、急

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26 物理治

疗及康复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3 医用超

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1-1、6821-2、6821-3 除外）”，

有效期限至 2023 年 1 月 23 日。 

3. 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持有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共计 82 项，具体如下表

所示： 

序

号 
注册证号 主体 核发机构 有效期限 

医疗器械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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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械注准

20162261553（原

226011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11-22 至

2021-11-21 
光子治疗仪 

2 
粤械注准

2017254042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3-20 至

2022-03-19 
结肠水疗仪 

3 

粤械注准

20152220037（原产品

注册证号：粤械注准

20152400037） 

普门科技 
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9-08-19 至

2024-08-18 

特定蛋白分

析仪 

4 
粤械注准

20152400030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1-07 至

2020-01-06 

特定蛋白分

析仪 

5 

粤械注准

20172400784（原粤食

药监械(准)字

22400730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5-12 至

2022-05-11 

特定蛋白分

析仪 

6 

粤械注准

20162541454（原粤食

药监械（准）字 2013

第 2540476 号）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11-14 至

2021-11-13 

多功能清创

仪 

7 

粤械注准

20172400785（粤食药

监械(准)字 2013 第

2400729 号）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5-12 至

2022-05-11 

糖化血红蛋

白分析仪 

8 
粤械注准

20152401315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11-23 至

2020-11-22 

糖化血红蛋

白分析仪 

9 

粤械注准

20172260481（原粤食

药监械（准）字 2013

第 2260496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3-28 至

2022-03-27 
红外治疗仪 

10 
粤械注准

2016240050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4-25 

至 

2021-04-24 

C 反应蛋白

（CRP）质控

品 

11 
粤械注准

20162400661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5-17 

至 

2021-05-16 

D—二聚体

（D—dimer）

测定试剂盒

（免疫荧光

层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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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粤械注准

20162400489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4-25 

至 

2021-4-24 

N—末端脑

钠肽前体

（NT—

proBNP）测

定试剂盒（免

疫荧光层析

法） 

13 
粤械注准

20152400200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3-05 至

2020-03-04 

β 2—微球蛋

白（BMG）

测定试剂盒

（胶乳增强

免疫散射比

浊法） 

14 
粤械注准

2017240016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2-13 

至 

2022-2-12 

全自动化学

发光测定仪 

15 
粤械注准

2015240020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3-05 至

2020-03-04 

半胱氨酸蛋

白酶抑制剂

C（Cys—C）

测定试剂盒

（胶乳增强

免疫散射比

浊法 

16  
粤械注准

20162400662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5-17 

至 

2021-5-16 

尿微量白蛋

白（mALB）

测定试剂盒

（免疫荧光

层析法） 

17 
粤械注准

20152400761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7-21 至

2020-07-20 

尿微量白蛋

白（mALB）

测定试剂盒

（胶乳增强

免疫散射比

浊法） 

18 
粤械注准

20152400202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3-05 至

2020-03-04 

抗链球菌溶

血素 O

（ASO）测定

试剂盒（胶乳

增强免疫散

射比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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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粤械注准

20152400201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3-05 至

2020-03-04 

类风湿因子

（RF）测定

试剂盒（胶乳

增强免疫散

射比浊法） 

20 
粤械注准

20162400487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4-25 

至 

2021-04-24 

糖化血红蛋

白（HbA1c）

校准品 

21 
粤械注准

20162401609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12-21 至

2021-12-20 

糖化血红蛋

白（HbA1c）

测定试剂盒

（液相色谱

离子交换层

析法） 

22 
粤械注准

2015240131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11-23 至

2020-11-22 

糖化血红蛋

白（HbA1c）

测定试剂盒

（高效液相

色谱法） 

23 
粤械注准

2016240048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4-25 

至 

2021-04-24 

糖化血红蛋

白（HbA1c）

质控品 

24 
粤械注准

20162260940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7-26 至

2021-07-25 

紫外线治疗

系统 

25 
粤械注准

2016240065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5-17 

至 

2021-05-16 

肌钙蛋白 I

（cTnI）测定

试剂盒（免疫

荧光层析法） 

26 
粤械注准

20162400652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5-17 

至 

2021-5-16 

胱抑素 C

（Cys—C）

测定试剂盒

（免疫荧光

层析法） 

27 
粤械注准

2017240048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3-28 至

2022-03-27 

超敏 C 反应

蛋白测定试

剂盒(散射比

浊法) 

28 
粤械注准

20162400510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5-03 

至 

2021-05-02 

超敏 C 反应

蛋白（CRP）

测定试剂盒

（免疫荧光

层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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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粤械注准

20162400490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4-25 

至 

2021-4-24 

降钙素原

（PCT）测定

试剂盒（免疫

荧光层析法） 

30 
粤械注准

20152260435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5-20 至

2020-05-19 

高频振动排

痰系统 

31 
粤械注准

2015240072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07-06 至

2020-07-05 

干式荧光免

疫分析仪 

32 
粤械注准

20172260677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5-02 至

2022-05-01 
红外治疗仪 

33 
粤械注准

20182400780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8-21 至

2023-08-20 

游离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34 
粤械注准

20172400795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5-16 至

2022-05-15 

C 反应蛋白

(CRP)校准品 

35 
粤械注准

20172261326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8-04 至

2022-08-03 

脉冲磁治疗

仪 

36 
粤械注准

2017240164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9-25 至

2022-09-24 

糖化血红蛋

白分析仪 

37 
粤械注准

2017240119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7-18 至

2022-07-17 

降钙素原测

定试剂盒(电

化学发光法) 

38 
粤械注准

2017254131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8-02 至

2022-08-01 

医用负压吸

引器 

39 
粤械注准

2017240130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8-02 至

2022-08-01 

总甲状腺素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40 
粤械注准

20172401309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8-02 至

2022-08-01 

促甲状腺素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41 
粤械注准

20182400500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肌酐

（CREA）校

准品 

42 
粤械注准 

20182400501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微量白蛋白

（mALB）校

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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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粤械注准

20182400502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肌酐

（CREA）质

控品 

44 
粤械注准

2018240050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心肌标志物

复合质控品 

45 
粤械注准

2018240050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微量白蛋白

（mALB）质

控品 

46 
粤械注准

20182400505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4-23 至

2023-04-22 

肌酐

（CREA）测

定试剂盒（苦

味酸法） 

47 
粤械注准

20182400545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5-07 至

2023-05-06 

N 末端脑利

钠肽前体测

定试剂盒（电

化学发光法 

48 
粤械注准

20182400386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3-27 至

2023-03-26 

自动尿液微

量白蛋白肌

酐分析仪 

49 
粤械注准

2017240178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11-08 至

2022-11-07 

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测

定试剂盒（电

化学发光法） 

50 
粤械注准

2017226177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12-12 至

2022-11-01 

空气波压力

治疗系统 

51 
粤械注准

20182400675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7-02 至

2023-07-01 

总三碘甲状

腺原氨酸测

定试剂盒(电

化学发光法) 

52 
粤械注准

20182400676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7-02 至

2023-07-01 

肌红蛋白测

定试剂盒(电

化学发光法) 

53 
粤械注准

20182400677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7-02 至

2023-07-01 

游离甲状腺

素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

光法) 

54 
粤械注准

20182400678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7-02 至

2023-07-01 

肌酸激酶同

工酶测定试

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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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粤械注准

2018240113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2-29 至 

2023-12-28 

胃蛋白酶原

Ⅰ（PGⅠ）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56 
粤械注准

20182401139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2-29 至 

2023-12-28 

胃蛋白酶原

Ⅱ（PGⅡ）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57 
粤械注准

20182401097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2-21 至 

2023-12-20 

25—羟基维

生素 D 测定

试剂盒（电化

学发光法） 

58 
粤械注准

2018240103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2-04 至 

2023-12-03 

C 肽（C—

peptide）测定

试剂盒（电化

学发光法） 

59 
粤械注准

2018240103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2-04 至 

2023-12-03 

血清淀粉样

蛋白 A

（SAA）测定

试剂盒（散射

比浊法） 

60 
粤械注准

20182401035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2-04 至 

2023-12-03 

血清淀粉样

蛋白 A

（SAA）校准

品 

61 
粤械注准

20182401026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1-29 至

2023-11-28 

血清淀粉样

蛋白 A

（SAA）质控

品 

62 
粤械注准

20182401016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1-28 至

2023-11-27 

叶酸（Folate）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63 
粤械注准

20182400961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1-12 至

2023-11-11 

白介素 6（IL

—6）测定试

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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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粤械注准

20182400920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0-31 至

2023-10-30 

降钙素（CT）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65 
粤械注准

20182400921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0-31 至

2023-10-30 

超敏 C 反应

蛋白（HS—

CRP）测定试

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66 
粤械注准

20182400896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0-23 至

2023-10-22 

Ⅳ型胶原（C

Ⅳ）测定试剂

盒 （电化学

发光法） 

67 
粤械注准

20182400899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0-23 至

2023-10-22 

层粘连蛋白

（LN）测定

试剂盒（电化

学发光法） 

68 
粤械注准

2018240081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9-05 至

2023-09-04 

肌钙蛋白 I

（cTnI）测定

试剂盒（电化

学发光法） 

69 
粤械注准

20182400778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8-21 至

2023-08-20 

微量白蛋白

（mALB）测

定试剂盒（散

射比浊法） 

70 
粤械注准

20192400042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1-30 至

2024-01-29 

甘胆酸（CG）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71 
粤械注准

20192400041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1-30 至

2024-01-29 

心脏型脂肪

酸结合蛋白

（H-FABP）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72 
粤械注准

2019240043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4-15 至

2024-04-14 

Ⅲ型前胶原

N 端肽(PⅢ

NP)测定试

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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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粤械注准

2019240041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4-09 至

2024-04-08 

肌酸激酶同

工酶(CK—

MB)测定试

剂盒(免疫荧

光层析法) 

74 
粤械注准

2019240043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4-15 至

2024-04-14 

全段甲状旁

腺激素(PTH)

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75 
粤械注准

2019240063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6-03 至

2024-06-02 

甲状腺球蛋

白(Tg)测定

试剂盒(电化

学发光法) 

76 
粤械注准

20192400383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4-04 至

2024-04-03 

肌红蛋白

(Myo)测定试

剂盒(免疫荧

光层析法) 

77 
粤械注准

20192400384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4-04 至

2024-04-03 

糖化血红蛋

白(HbA1c)测

定试剂盒(免

疫荧光层析

法) 

78 
粤械注准

20192090538 
普门科技 

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9-04-29 至

2024-04-28 

中频干扰电

治疗仪 

79 
粤械注准

20192090402 
普门科技 

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9-04-08 至

2024-04-07 
热敷贴 

80 
粤械注准

20192400949 
普门科技 

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9-09-02 至

2024-09-01 

孕酮

（PROG）测

定试剂盒（电

化学发光法） 

81 
粤械注准

20192400982 
普门科技 

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9-09-09 至

2024-09-08 

泌乳素

（PRL）测定

试剂盒（电化

学发光法） 

82 
粤械注准

20182260149 
优力威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1-29 至

2023-01-28 

冲击波治疗

机 

4. 发行人持有的《医疗器械广告批准》共计 6 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批准文号 主体 核发机构 有效期限 

医疗器械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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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医械广审(文)第

2018082212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8-22 至 

2019-08-21 

多功能清创

仪、光子治疗

仪、脉冲磁治

疗仪、空气波

压力治疗系

统、高频振动

排痰系统、红

外治疗仪 

2 粤医械广审(文)第

2018082158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08-16 至 

2019-08-15 
光子治疗仪 

3 粤医械广审(文)第

2018102873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0-10 至 

2019-10-09 
结肠水疗仪 

4 粤医械广审(文)第

2018102874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8-10-10 至 

2019-10-09 
光子治疗仪 

5 粤械广审(文)第

2019010033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1-23 至 

2020-01-22 
红外治疗仪 

6 粤械广审(文)第

2019061982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06-12 至 

2020-06-11 

全自动化学

发光测定仪、

特定蛋白分

析仪（H8、

H9、

GH-900Plus）

、糖化血红蛋

白分析仪、自

动尿液微量

白蛋白肌酐

分析仪、干式

荧光免疫分

析仪 

5. 2018 年 11 月 21 日，发行人取得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的《第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备案号：粤深食药监械生产备 20140015 号），生

产范围为“6801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40 体外诊断

试剂，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6. 发行人持有的《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共计 14 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备案号 主体 核发机构 发证日期 医疗器械名称 

1 
粤深械备
20170132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5-15 

清洗液 Cleaning 

solution 

2 
粤深械备
20150353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2015-12-02 缓冲液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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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局 

3 
粤深械备

20150358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12-04 

清洗液 Cleaning 

solution 

4 
粤深械备

20170064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3-20 

清洗液 Cleaning 

solution 

5 
粤深械备

20140082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4-11-16 吸引管 

6 
粤深械备

20140081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4-11-16 吸引头 

7 
粤深械备

20150337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5-11-25 

样本稀释液

Sample Diluent 

8 
粤深械备

20170065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3-20 

样本稀释液

Sample Diluent 

9 
粤深械备
20160209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06-03 医用冰袋 

10 
粤深械备
20170112 

普门有限 
深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7-04-28 肢体压力套 

11 
粤深械备

20180034 
普门科技 

深圳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1-31 光子冷凝胶 

12 
粤深械备

20180035 
普门科技 

深圳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1-31 医用冷敷贴 

13 
粤深械备

20180083 
普门科技 

深圳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03-29 

清洗液

Cleaning 

Solution 

14 
粤深械备

20190059 
普门科技 

深圳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9-01-24 冲洗器 

7. 2018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人取得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第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号：粤深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81171 号），经营

范围为“全部二类医疗器械（包括二类体外诊断试剂）”。 

8. 发行人持有的《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第二、三类）》共计 6 项，

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证书编号 主体 核发机构 有效日期至 产品 

1 
粤食药监械出

20170470 号 
普门有限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10-12 共 7 个 

2 
粤食药监械出

20170568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12-21 共 31 个 

3 
粤食药监械出

20170567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9-12-21 共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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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粤食药监械出

20190406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21-05-21 共 2 个 

5 
粤食药监械出

20190334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20-07-05 共 59 个 

6 
粤食药监械出

20180218 号 
普门科技 

广东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20-04-19 共 5 个 

9. 2016 年 4 月 25 日，深圳普门生物取得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发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号：粤深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61026

号），经营范围为“全部二类医疗器械（包括二类体外诊断试剂）”。 

10. 2018 年 12 月 12 日，优力威取得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医疗器

械生产许可证》（编号：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83137 号），生产范围为“Ⅱ类 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 

11. 2018 年 11 月 12 日，发行人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核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注册登记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12. 2016 年 6 月 23 日，深圳普门生物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核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注册登记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23 日，长期有效。 

13. 2018 年 4 月 2 日，优力威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核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注册登记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 日，长期

有效。 

14. 2018 年 11 月 27 日，发行人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

登记表编号：03062855）。 

15. 2016 年 6 月 7 日，深圳普门生物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

案登记表编号：02018776）。 

16. 2019 年 5 月 29 日，优力威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

记表编号：03071589）。 

（三）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发行人在境外设立香港普门外（详情参见原律师工作报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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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人的附属公司”），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设立其他经营主体

从事经营活动。根据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香港普门尚未开始营运及

对外投资。 

（四）发行人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治疗与康复产品、体外诊断设备及配套试剂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和《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抽查发

行人的重要业务合同、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财务总监及天健会计师项目经办人

员进行了面谈，发行人近 2 年持续经营该种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更。 

（五）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近 2 年来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六）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拥有的资质证书、产权

及主要经营资产的权利证书及资产状况，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

碍。 

十、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已披露了发行人主要关联方

的基本情况。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原

披露的主要关联方变化情况如下： 

1. 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深圳信用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深圳市英可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9,562.50 万元变更为 14,343.75 万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独立董事尹伟为其实际控制人。 

2. 深圳市英可瑞直流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深圳信用网查询，深圳市深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称变更

为深圳市英可瑞直流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软件及信息技术的

技术开发、咨询和销售；软件的设计、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以上不

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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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中低压交直流供配电设备、LED 照

明控制系统、光伏应用系统、新能源微电网系统技术开发、生产、咨询和销售；

模块电源、LED 电源、LED 灯具、光伏控制器、光伏逆变器、UPS 电源、传感

器的开发、生产、咨询和销售；互联网数据中心（IDC）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

咨询和销售；新能源汽车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咨询和销售；电力电子产

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咨询和销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独立董事尹伟通过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深圳市英可瑞直流技术有限公司。 

3. 上海千麦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关联方）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上海千麦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系 2012 年 2 月 29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娅妮，注册

资本为 8,271.8108 万人民币，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 88 弄 1-30 号 104 幢第

5 层 501 室，经营范围为：从事医疗诊断技术、医疗器械、生物科技、计算机专

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

理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实业投资，Ⅰ类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于少杰担任其董事。 

4. 北京空航宏达经贸有限公司（注销）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北京空航宏达经贸有限

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5 日注销。 

报告期内，发行人副总经理李大巍曾持有其 60%股权，并担任其执行董事。 

5. 深圳前海星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深圳前海星桥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教育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

知识流程外包服务；财务咨询；教育相关的文化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

及周边产品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以及购销；卡通动画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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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网络游戏软件、教学软件的设计和自销；教学软件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及其

相关的技术服务；软件技术转让与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数字学习、数字

影视、数字出版物、内容软件数字产品研发；教育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商

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展览展示策划；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策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从事广告业务；物业服务（凭资质证经营）；

为企业后勤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办公设备、办公设备耗材、仪器仪表、文

体用品、文具用品、教学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因私出入境

中介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翻译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教育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教育辅助服务。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文化用品、出版物、家用电

器及电子产品、图书、报刊的销售；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财务总监王红之配偶殷明担任其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6. 四川元迪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四川元迪教育管理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800 万元，经营范围变更为：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

及中介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教育类项目投资（不

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教育辅助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销售：服装、文具用品、针纺织品、办公用品

及耗材；后勤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创业孵化器管理服务；企业

营销策划；财税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知识产权代理（不含专利）；机构商务代

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财务总监王红之配偶殷明担任其董事。 

7. 广州中大基础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广州中大基础教育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变更为：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 33 号 B 塔 3602 房。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财务总监王红之配偶殷明担任其董事。 

（二）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自原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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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新增的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治疗与康复产品、体

外诊断设备及配套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实际控制人的确认及相关关联

方的工商资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经营与发行人相同或相类似业

务的情况。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之间目

前不存在同业竞争。 

十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使用权 

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已披露了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拥有

的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未新增土地使用权。 

(二)房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无自有

房产。 

(三)在建工程 

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已披露了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拥有

的在建工程的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未新增在建工程。 

(四)租赁房屋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租赁协议，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新增租赁房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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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座落 

面积

（㎡） 
用途 

房屋产权证

书编号 
租赁期限 

1 优力威 

深圳市泉森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布

吉街道雪象居委

下雪村龙船坑 3栋

3 楼 301、303 

564 工业厂房 

深房地字第

6000483694

号 

2018.08.13-

2020.06.30 

2 普门信息 

深圳市富奇

物业投资有

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

观湖办事处大和

社区大和工业区

34 栋富奇电商园

七楼C区 717号房 

50 办公 无 
2019.09.01-

2020.08.31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除上述新增租赁房产外，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原租赁房产不存在其他变化。 

(五)知识产权 

1. 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

局网站查询，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在境内拥有的商标如下： 

序号 商标图案 注册证号 类别 权利人 权利期限 

1 
 

17191452 10 普门有限 2016-10-28 至 2026-10-27 

2 
 

17191367 5 普门有限 2016-11-21 至 2026-11-20 

3 
 

17191116 10 普门有限 2016-10-28 至 2026-10-27 

4 
 

17191051 5 普门有限 2016-10-28 至 2026-10-27 

5 
 

17190975 10 普门有限 2016-08-21 至 2026-08-20 

6 
 

8186044 10 普门有限 2011-05-14 至 2021-05-13 

7 
 

8186018 10 普门有限 2011-04-07 至 2021-04-06 

8 
 

8185890 10 普门有限 2011-04-07 至 2021-04-06 

9  6828055 10 普门有限 2010-04-14 至 202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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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640856 10 普门科技 2010-03-28 至 2020-03-27 

11 
 

6640855 10 普门科技 2010-03-28 至 2020-03-27 

12 
 

28963029 10 优力威 2018-12-21 至 2028-12-20  

13 
 

31455368 10 重庆普门创 2019-03-07 至 2029-03-06 

14 
 

31459210 3 重庆普门创 2019-03-07 至 2029-03-06 

15 
 

31466134 10 重庆普门创 2019-03-07 至 2029-03-06 

16 
 

31473212 3 重庆普门创 2019-03-07 至 2029-03-06 

17 
 

31479122 10 重庆普门创 2019-03-14 至 2029-03-13 

18 
 

31468491 10 重庆普门创 2019-06-07 至 2029-06-06 

19 
 

31473246 3 重庆普门创 2019-06-07 至 2029-06-06 

20 
 

31473279 3 重庆普门创 2019-07-21 至 2029-07-20 

经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上述注册商标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或潜在的纠纷。 

2. 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

统查询，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在境内拥有的专利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权利人 专利期限 

1 

一种多功能治疗箱组及

其专家系统的治疗推荐

方法 

ZL201410187685.5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4-05-06 起 20 年 

2 
一种可调光强的胶囊光

子治疗装置 
ZL201410132874.2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4-04-03 起 20 年 

3 

用于光治疗设备的环状

光斑取得装置和光治疗

设备 

ZL201210221929.8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2-06-29 起 20 年 

4 前置肠道给药装置 ZL200910109120.4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09-07-28 起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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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种水疗设备的水温控

制方法及装置 
ZL200910109119.1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09-07-28 起 20 年 

6 
一种利用运动光源实现

的光子扫描治疗装置 
ZL200810142186.9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08-09-05 起 20 年 

7 
一种利用光路调节器实

现智能光子扫描的装置 
ZL200810142187.3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08-09-05 起 20 年 

8 体内螺旋光子治疗装置 ZL200810142141.1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08-08-29 起 20 年 

9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的孵育装置 
ZL201610521347.X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20 年 

10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的检测装置 
ZL201610521470.1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20 年 

11  
一种高速 C 反应蛋白分

析仪及其分析方法 
ZL201610125627.9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6-03-04 起 20 年 

12  

一种医用检验仪器的气

泡抑制方法及其检验仪

器 

ZL201310031662.0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3-01-29 起 20 年 

13  

具有导向功能的胶囊光

子治疗装置、系统及导向

治疗方法 

ZL201410132877.6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4-04-03 起 20 年 

14  
一种带开关装置的胶囊

光子治疗装置 
ZL201410132888.4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4-04-03 起 20 年 

15  
一种液相色谱检验的测

量值取得方法 
ZL201310031663.5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3-01-29 起 20 年 

16  
小型电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及其分析方法 
ZL201610521811.5 

发明

专利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20 年 

17  
一种紫外光治疗仪及其

光强自动调节方法 
ZL201410081970.9 

发明

专利 

重庆普门

创 
2014-03-07 起 20 年 

18  
用于光治疗设备的脉冲

光产生装置 
ZL201210220786.9 

发明

专利 

重庆普门

创 
2012-06-29 起 20 年 

19  光子治疗仪 ZL201830551845.9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8-09-29 起 10 年 

20  医用真空负压机 ZL201730071999.3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7-03-14 起 10 年 

21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 ZL201630018348.3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6-01-19 起 10 年 

22  
高压液相色谱分析仪

(HPLC) 
ZL201530551188.4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5-12-23 起 10 年 

23  血瘘治疗仪 ZL201530360104.9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5-09-17 起 10 年 

24  高能 WIRA 光治疗仪 ZL201530360133.5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5-09-17 起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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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多功能清创仪 ZL201430322956.4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4-09-02 起 10 年 

26  光子治疗仪 ZL201430208278.9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4-06-27 起 10 年 

27  小型光子治疗仪 ZL201230295077.8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2-06-30 起 10 年 

28  宽谱光子治疗设备 ZL201230295078.2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2-06-30 起 10 年 

29  多谱光子治疗仪 ZL201230295079.7 
外观

设计 
普门科技 2012-06-30 起 10 年 

30  冲击波治疗仪手柄 ZL201830369740.1 
外观

设计 
优力威 2018-07-10 起 10 年 

31  冲击波治疗仪 ZL201830369247.X 
外观

设计 
优力威 2018-07-10 起 10 年 

32  真空负压机 ZL201830611226.4 
外观

设计 
广东普门 2018-10-31 起 10 年 

33  自动旋转标识扫描机构 ZL201822081267.4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8-12-12 起 10 年 

34  
一种穿戴式手部康复装

置 
ZL201721705346.7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7-12-11 起 10 年 

35  

一种适用于电流输出型

光电倍增管的补偿系统

及免疫分析仪 

ZL201620702284.3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10 年 

36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的孵育装置 
ZL201620697861.4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10 年 

37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的试剂盒 
ZL201620699745.6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10 年 

38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的检测装置 
ZL201620698118.0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10 年 

39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的反应杯组 
ZL201620699881.5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10 年 

40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的移液装置 
ZL201620698119.5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10 年 

41  一种试管体液摇匀装置 ZL201620165941.5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3-04 起 10 年 

42  一种集成测量主盘 ZL201620169236.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3-04 起 10 年 

43  
一种高速 C 反应蛋白分

析仪 
ZL201620166918.8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3-04 起 10 年 

44  
一种高能 WIRA 光治疗

仪 
ZL201520719896.9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5-09-17 起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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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的试剂仓 
ZL201620699726.3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6-07-05 起 10 年 

46  一种血瘘治疗仪 ZL201520719972.6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5-09-17 起 10 年 

47  一种腔内光子治疗仪 ZL201520720109.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5-09-17 起 10 年 

48  
一种基于磁场变换的反

应杯搅拌模组 
ZL201420756085.1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12-05 起 10 年 

49  一种超声换能器 ZL201420501888.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9-02 起 10 年 

50  一种超声清创仪 ZL201420501855.8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9-02 起 10 年 

51  一种紫外光治疗仪 ZL201420390444.6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7-09 起 10 年 

52  
一种自适应功率调节的

光子治疗仪 
ZL201420349128.4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6-27 起 10 年 

53  一种耳道光子治疗仪 ZL 201420349064.8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6-27 起 10 年 

54  
一种可调光强的胶囊光

子治疗装置 
ZL201420172021.7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4-10 起 10 年 

55  
一种带开关装置的胶囊

光子治疗装置 
ZL201420171956.3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4-10 起 10 年 

56  
具有导向功能的胶囊光

子治疗装置、系统 
ZL201420172023.6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4-10 起 10 年 

57  一种遮光罩 ZL201420118986.8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4-03-17 起 10 年 

58  

一种采用比浊法测量特

定蛋白的准自动体外检

测设备 

ZL201320400312.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3-07-05 起 10 年 

59  

一种采用比浊法测量特

定蛋白的全自动体外检

测设备 

ZL201320400062.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3-07-05 起 10 年 

60  

一种采用比浊法测量特

定蛋白的半自动体外检

测设备 

ZL201320400087.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3-07-05 起 10 年 

61  
一种新型的层析柱组件

结构 
ZL201320040576.1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3-01-23 起 10 年 

62  
一种采用蓝光杀菌技术

的便携式灌肠机 
ZL201220668469.9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2-12-05 起 10 年 

63  
一种体表蓝光杀菌照射

治疗装置 
ZL201220668479.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2-12-05 起 10 年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8-3-56 

64  
一种输出峰值可调的红

外光子治疗设备 
ZL201220393593.9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2-08-09 起 10 年 

65  

一种自适应剂量调节的

可调光斑的多芯片模组

LED 照射治疗装置 

ZL201220381295.8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2-08-02 起 10 年 

66  
光斑大小可调的多芯片

模组 LED 照射治疗装置 
ZL 201220381318.5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2-08-02 起 10 年 

67  
一种自适应剂量调节的

光子治疗仪 
ZL 201220381309.6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2-08-02 起 10 年 

68  一种超声清创手柄 ZL201120439501.1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1-11-08 起 10 年 

69  
一种用于多谱光动力治

疗的发光装置 
ZL201020646243.X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10-12-07 起 10 年 

70  一种光子青光眼治疗仪 ZL 200920260236.3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09-11-12 起 10 年 

71  一种光子中风治疗仪 ZL 200920260238.2 
实用

新型 
普门科技 2009-11-12 起 10 年 

72  一种水凝胶泡沫敷料 ZL201620282033.4 
实用

新型 

重庆普门

创 
2016-04-07 起 10 年 

73  
一种退出机构及血栓弹

力图仪 
ZL201821087176.5 

实用

新型 

重庆普门

创 
2018-07-10 起 10 年 

74  一种血栓弹力测量装置 ZL201821626846.6 
实用

新型 

重庆普门

创 
2018-10-08 起 10 年 

75  
一种荧光免疫分析仪的

试剂卡输送装置 
ZL201821661989.0 

实用

新型 

重庆普门

创 
2018-10-15 起 10 年 

76  
一种气压弹道式冲击波

治疗仪的集成气路系统 
ZL201721314003.8 

实用

新型 
优力威 2017-10-12 起 10 年 

77  
一种气压弹道式冲击波

治疗仪的子弹体 
ZL201721313562.7 

实用

新型 
优力威 2017-10-12 起 10 年 

78  

一种带冲击头缓冲结构

的气压弹道式冲击波治

疗仪 

ZL201721313528.X 
实用

新型 
优力威 2017-10-12 起 10 年 

79  一种冲击波发生装置 ZL201720740653.2 
实用

新型 
优力威 2017-06-23 起 10 年 

80  
一种基于 PID 控制的冲

击波气泵治疗机 
ZL201721288611.6 

实用

新型 
优力威 2017-09-30 起 10 年 

81  负压机 ZL201821777079.9 
实用

新型 
广东普门 2018-10-31 起 10 年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拥有的上述专利不存在任何权属纠

纷或潜在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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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版权保护

中心网站查询，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在境内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号 登记号 软件名称 版本号 著作权人 
首次发表日

期 
登记日 

1 2011SR001467 

普门光子治

疗仪系统软

件 

V04.00.00 普门有限 未发表 2011-01-12 

2 2011SR001468 

普门洁肠水

疗仪系统软

件 

V02.00.00 普门有限 未发表 2011-01-12 

3 2011SR041786 

普门光子治

疗仪系统软

件 

V06.00.00 普门有限 2011-03-10 2011-06-30 

4 2011SR041790 

普门光子治

疗仪系统软

件 

V05.00.00 普门有限 2011-03-10 2011-06-30 

5 2011SR043020 

普门光子治

疗仪系统软

件 

V07.00.00 普门有限 2011-03-10 2011-07-04 

6 2011SR044728 

普门光子治

疗仪系统软

件 

V08.00.00 普门有限 2011-03-10 2011-07-07 

7 2011SR054190 

普门宽谱光

子治疗仪系

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1-06-06 2011-08-03 

8 2012SR007063 

普门 Aladdin

光子治疗仪

系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1-11-01 2012-02-07 

9 2012SR038800 

普门脉冲磁

治疗仪系统

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1-08-21 2012-05-14 

10 2012SR046447 

普门空气波

压力治疗系

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1-12-20 201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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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2SR054099 
普门灌肠机

系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2-05-09 2012-06-21 

12 2013SR040355 

普门多功能

清创仪系统

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3-04-08 2013-05-03 

13 2013SR081553 

普门

Carnation 光

子治疗仪系

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3-07-22 2013-08-07 

14 2013SR084989 

普门糖化血

红蛋白分析

仪系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3-07-22 2013-08-14 

15 2013SR092927 

普门特定蛋

白分析仪系

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3-08-12 2013-08-30 

16 2014SR040461 

普门结肠水

疗仪系统软

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09-06-03 2014-04-10 

17 2014SR040606 

普门光子治

疗仪系统软

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08-11-02 2014-04-10 

18 2014SR078207 

普门医学影

像工作站系

统软件 

V01.00.00.

00 
普门有限 2014-05-12 2014-06-19 

19 2014SR140288 

普门结肠水

疗仪系统软

件 

V02.00.00 普门有限 2009-07-23 2014-09-18 

20 2014SR180364 

普门脉冲磁

治疗仪系统

软件 

V02.00.00 普门有限 2011-10-30 2014-11-25 

21 2015SR064779 

普门光子治

疗仪系统软

件 

V03.00.00 普门有限 2015-03-06 2015-04-17 

22 2015SR147149 

普门高频振

动排痰系统

软件 

V1.0 普门有限 2015-06-01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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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5SR166234 

干式荧光免

疫分析仪系

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5-07-08 2015-08-26 

24 2015SR178443 

紫外线准分

子治疗系统

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5-06-01 2015-09-15 

25 2015SR187627 

糖化血红蛋

白分析仪软

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5-08-02 2015-09-25 

26 2016SR216042 

空气波治疗

仪工作站软

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6-04-19 2016-08-12 

27 2017SR277660 

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系

统软件 

V01.00.00 普门有限 2017-03-15 2017-06-17 

28 2018SR099691 

普门离子色

谱糖化血红

蛋白分析仪

系统软件 

V1.00.00 普门科技 2018-01-15 2018-02-07 

29 2018SR099755 

普门液相色

谱糖化血红

蛋白分析仪

系统软件 

V1.00.00 普门科技 2018-01-15 2018-02-07 

30 2018SR387191 

自动尿液微

量白蛋白肌

酐分析仪系

统软件 

V1.0 普门科技 2018-05-16 2018-05-28 

31 2018SR723000 

中频干扰电

治疗仪系统

软件 

V1.0 普门科技 2018-05-16 2018-09-07 

32 2018SR722960 

医用负压吸

引器系统软

件 

V1.0 普门科技 2018-06-13 2018-09-07 

33 2018SR872257 

床旁康复治

疗中央工作

站软件 

V1.0 普门科技 2018-09-21 2018-10-31 

34 2018SR934163 超声多普勒 V1.0 普门科技 2018-07-20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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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分析仪

系统软件 

35 
2019SR023770

5 

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曲

线数据分析

系统软件 

V1.0 普门科技 2018-11-20 2019-03-12 

36 
2019SR024201

6 

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试

剂信息管理

系统软件 

V1.0 普门科技 2018-11-23 2019-03-12 

37 
2019SR024090

9 

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项

目信息管理

系统软件 

V1.0 普门科技 2018-11-28 2019-03-12 

38 
2019SR024202

3 

设备投放充

值管理系统

软件 

V1.0 普门科技 2019-01-10 2019-03-12 

39 2016SR216046 

循环压力波

治疗系统控

制软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6-16 2016-08-12 

40 2016SR216535 

光愈合治疗

系统控制软

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4-19 2016-08-12 

41 2016SR216781 

特定蛋白浓

度检测分析

系统软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6-29 2016-08-12 

42 2016SR239171 

高能光疗治

疗系统控制

软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8-01 2016-08-30 

43 2016SR239184 

创面清洗治

疗仪控制软

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7-22 2016-08-30 

44 2016SR239349 
色谱分析仪

系统软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7-20 2016-08-30 

45 2016SR239355 
气道清除系

统软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6-08 201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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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6SR239359 
肠道水疗仪

控制软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7-15 2016-08-30 

47 2016SR240267 
骨愈合治疗

仪控制软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7-15 2016-08-30 

48 2016SR249757 

荧光层析分

析仪系统软

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4-11 2016-09-06 

49 2017SR007951 

全自动化学

发光免疫分

析仪应用软

件 

V01.00.00 普门信息 2016-06-29 2017-01-09 

50 2018SR723351 
创面负压引

流系统软件 
V1.0 普门信息 2018-07-20 2018-09-07 

51 2018SR723087 
干扰电治疗

仪系统软件 
V1.0 普门信息 2018-07-20 2018-09-07 

52 2018SR792513 

全自动尿液

肾功能分析

仪系统软件 

V1.0 普门信息 2018-05-16 2018-09-29 

53 2018SR934846 
糖足诊断仪

系统软件 
V1.0 普门信息 2018-07-20 2018-11-22 

54 2018SR723078 

血栓弹力图

仪整机控制

检测软件 

V1.0 普门信息 2018-05-15 2018-09-07 

55 
2019SR030194

1 

冲击波治疗

机系统软件 
V1.0 普门信息 2019-03-20 2019-04-03 

56 
2019SR055293

0 

VTE 预防评

估系统 
V1.0 普门信息 2019-04-20 2019-05-31 

57 
2019SR084278

3 

智能化疼痛

康复管理系

统 

V1.0 普门信息 未发表 2019-08-13 

58 2018SR523648 

UW210 型冲

击波治疗机

软件 

V1.0 优力威 2017-12-20 2018-07-05 

59 2018SR800342 
全自动红细

胞渗透脆性
V1.0 

重庆普门

创 
2018-08-15 2018-10-08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8-3-62 

分析仪系统

软件 

60 2018SR667114 
血栓弹力图

仪系统软件 
V1.0 

重庆普门

创 
2018-05-20 2018-08-21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拥有上述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不存在任何权属

纠纷或潜在的纠纷。根据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上述软件著作

权的保护期为 50 年，自首次发表日起算，截至于软件首次发表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自创作完成后 50 年内未发表的，不再保护。 

(六)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包括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

设备，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不包括房

屋及建筑物的上述生产经营设备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8,824,994.44元。 

经查阅相关权属证书、购置合同、发票、《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与发行人

的财务总监访谈，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的上述主要生产经

营设备的取得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且拥有完备的权利，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

法律纠纷。 

(七)财产权利限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权

利限制。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阅相关合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新增或变更的重大合同如下： 

1. 重大采购合同 

2019 年 2 月 27 日，发行人与上海银海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合作

框架协议》，约定上海银海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订单向发行人提供产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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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效期为 12 个月。 

2. 重大销售合同 

2019 年，发行人与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普门产品独

家经销协议——检验产品线》，约定发行人在中国国内市场独家向希森美康医用

电子（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特定蛋白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协议有效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3. 综合授信合同 

2019 年 1 月 9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授信协

议》（编号：755XY2018030250），协议约定向发行人提供 1 亿元整的授信额度，

授信期间为 2018 年 10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目前，发行人尚未使用

前述授信额度。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新增的重大合同均合

法、有效，不存在因合同违法、无效等情形引致的潜在法律风险。根据发行人书

面确认及本所律师向发行人相关负责人了解上述重大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上述

重大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不存在潜在风险和纠纷。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互联网等公众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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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之债。 

（三）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列入

发行人其他应收、其他应付款科目项下的款项余额为人民币 3,420,883.75 元和

8,430,188.02 元。经核查，上述其他应收款主要系押金保证金、备用金、应收员

工个人社保公积金款等，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应付费用款、押金保证金、销售返利、

其他往来款及股权收购款。 

本所认为，上述发行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项下的主要款项系因发行人

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清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限制性规定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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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

大资产变化事项。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目前亦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

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重大资产变化行为。 

十四、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对现行章程

进行修改。发行人设立以来对章程进行的修订，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

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召开了 2 次股东

大会、3 次董事会、3 次监事会，具体如下： 

股东大会 

1 2019 年 6 月 28 日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2019 年 9 月 11 日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董事会 

序号 召开日期 会议届次 

1 2019 年 6 月 6 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 2019 年 8 月 1 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3 2019 年 8 月 26 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监事会 

序号 召开日期 会议届次 

1 2019 年 6 月 6 日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 2019 年 8 月 1 日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3 2019 年 8 月 26 日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存档的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文件资料，本所认为，

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召集、召开方式、会议提案、议事程序、表决

方式、决议内容及签署等方面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六、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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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发行人的任职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变

更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主要兼职情况（不含在控股子公司兼职） 

1 于少杰 董事 
北京华泰同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千麦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除上述变更情况外，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未发生其他变更。 

十七、发行人税务及财政补贴 

(一)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附

属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及享受税收优惠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根据天健会计师就发行人纳税情况出具的《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3-328 号），

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总经理进行访谈，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近三年来不存在因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财政补贴相

关文件，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

50 万元以上财政补贴如下： 

1. 2019 年 3 月 15 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公示了关于 2018 年第一批企

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拟资助企业名单，向发行人下发 188.70 万元的资助。 

2. 2019 年 1 月 31 日，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就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改制

上市项目，向发行人下发 50 万元的资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享受的政府补贴符合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形，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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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访

谈、登录发行人及其境内附属公司所在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站查询，发行人

及其境内附属公司近三年来未发生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而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

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 发行人就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的建设项目已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

备案手续。 

(三) 发行人及其境内附属公司能遵守我国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其产品

和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近三年来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

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九、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未发生调整。 

二十、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审阅了发行人本次经重新修订后拟申报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未来发展规划”一节披露的发行人发展规划及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本所认为，

发行人上述发展规划、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一、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发行人主要股东（已包括公司的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总经理）是否涉及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事宜，与发行人的

主要责任人进行面谈，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公众信息检索，登录有关法院、仲裁机

构的网站进行查询，审阅了相关政府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 

（一）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以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

附属公司不存在新增行政处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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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

可以合理预见的、针对其重要资产、权益和业务的、可能对本次发行上市有实质

性影响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单独持有 5%以上的股东（已包

括发行人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

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无矛盾之处，《招股说明书》

不致因引用本所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员已就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作出了承诺，相

关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十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发表总体结论性意见如下： 

1. 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2. 发行人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重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3.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适当，《招股说明书》

不会因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 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待上交所作出同意的审核意见，并经中国证监会履行

发行注册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 

【以下无正文】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8-3-68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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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                    

庄浩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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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按照医疗器械风险程度，医疗器械经营实施分类管理。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许可和备案，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实行备案管理，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许可管理。
	2.  发行人取得证照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号：粤深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1171号），发行人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方式为“批零兼营”。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要办理许可、备案手续，发行人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可向消费者零售或向有资质的经营企业或者使用单位销售，不存在依照规定禁止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
	3.  发行人取得无违规证明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监局出具的复函（深市监信证[2018]28号）、《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深市监信证[2019]000483号、深市监信证[2019]003450号），除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行政处罚（2016年1月，发行人因结肠水疗仪标识不合格被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处以10,000元罚款）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三） 区分发行人销售对象类型说明各类销售对象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销售对象为有资质的经销商、民营医院、公立医院、体检中心、部队采购项目及消费者个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主要销售对象资质文件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走访部分经销商，除向消费者少量零售外，发行人仅向具有《医疗结构执业许可证》的民营、公立医院，体检中心，以及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凭证）的境内经销商或承诺具有合法资质的境外经销商销售产品。发行人参与部队集中采购项目销售的产品由部队统一配送至具备资质的医疗服务机构。
	（四） 发行人的产品是否需要厂家指导、培训后可以使用，是否需要医生持证上岗，报告期内使用发行人产品的医生是否均持证上岗
	根据《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大型医用设备，是指使用技术复杂、资金投入量大、运行成本高、对医疗费用影响大且纳入目录管理的大型医疗器械；大型医用设备使用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能力，按照产品说明书、技术操作规范等使用大型医用设备。发行人产品不属于前述目录管理范围内的大型医用设备，不需要使用人员持证上岗。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产品说明书，发行人产品已按照《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的要求附有说明书与标签，提供了产品正确安装、调试、操作、使用、维护、保养的基本信息。
	为提升客户服务，发行人已指派用户服务工程师及经销商技术工程师为终端医疗机构客户提供体外诊断产品的装机、校准等服务。由于发行人治疗与康复产品体积较小，通电即可使用，按键简单，操作便捷；体外诊断产品自动化程度高、易于操作和使用，装机及校准完成后即可操作使用，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需要厂家指导、培训后方可使用的情况。
	（五） 发行人的经销商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仅向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的境内经销商及承诺具有合法资质的境外经销商销售产品，具体请见“（三） 区分发行人销售对象类型说明各类销售对象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及“（六） 发行人境外销售产品是否符合销售地关于医疗器械销售的资质、流程、销售对象和销售场所限制等相关规定”。
	（六） 发行人境外销售产品是否符合销售地关于医疗器械销售的资质、流程、销售对象和销售场所限制等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外销售金额占公司整体销售金额的比例分别为5.63%、6.14%、4.35%和4.61%，占比较低。发行人境外销售产品均为发行人作为对外贸易出口方，由发行人境外经销商进口后在进口国境内销售，发行人不直接在境外经营销售。发行人与境外经销商均签署经销协议，约定经销商需具有相应资质并合法销售。发行人产品已取得欧盟准入及泰国、印度等国家、地区的注册许可。
	发行人已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0306285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码：4453167272）及《医疗器械产品出口销售证明》（具体请见“第二部分 九、发行人的业务”），严格遵守出口流程。
	（七） 发行人的每款产品是否可追索，以及能否获得重复客户情况
	根据《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方案》，首批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即建立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框架。实现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的创建、赋予以及数据上传下载和共享功能，形成试点品种的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数据库，建立唯一标识数据平台）试点工作将以心脏、颅脑植入物、假体类等高风险植（介）入类医疗器械为重点品种，于2020年7月完成首批试点工作。发行人产品不属于首批试点重点品种，目前尚无针对发行人产品强制要求追溯的规定。
	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还应当具有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保证经营的产品可追溯。鼓励从事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建立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从事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业务以及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业务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建立销售记录制度。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已建立了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对销售产品的名称、型号、数量、销售日期、购货者的名称等事项进行记录；发行人产品外部明确标识了商标、生产厂家、产品序列号等信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至少在两个会计年度均向其实现产品销售的客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八）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纠纷，是否存在导致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不良反应检测系统检索、进行互联网公众信息检索，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不存在质量纠纷，不存在产品导致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监局出具的复函（深市监信证[2018]28号）、《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深市监信证[2019]000483号、深市监信证[2019]003450号），除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行政处罚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核查结果：
	1.  发行人的产品不存在依照规定禁止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规定将相关产品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况；
	2.  除向消费者少量零售外，发行人销售对象均具备相应资质；
	3.  发行人的产品不需要厂家指导、培训后方可使用，不需要医生持证上岗；
	4.  发行人与境外经销商均签署经销协议，约定经销商需具有相应资质并合法销售；发行人产品已取得欧盟准入及泰国、印度等国家、地区的注册许可；
	5.  目前尚无针对发行人产品强制要求追溯的规定，发行人已建立了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对销售产品的名称、型号、数量、销售日期、购货者的名称等事项进行记录；
	6.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不存在质量纠纷，不存在导致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的情况。

	二、 其他问题
	深圳高新定向转增事项是否取得其它股东的书面同意;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是否履行相应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深圳高新提前退出的原因、是否合法合规。
	核查过程：
	1.  取得了刘先成、胡明龙、曾映、徐岩、张海英、卢山、瀚钰生物、瑞源成健康及瑞普医疗关于深圳高新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事项的确认函。
	2.  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 《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项目合同书（固定收益类）》（项目编号：KQTD20140630101757390，下达文号：深科技创新[2105]47号）（以下简称“《项目合同书》”）；
	（2）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下达2014年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团队资助项目（第一批）的通知》（深科技创新[2105]47号）；
	（3）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验收合格证书》（深科技创新验字A201620001）（以下简称“《验收合格证书》”）；
	（4）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商请审核深圳普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退出方案的函》（深科技创新函[2016]1771号）；
	（5）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深圳普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退出方案的复函》（深财科函[2017]34号）；
	（6）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鉴证书》（鉴证书编号：GZ20170412004）；
	（7） 深圳高新与瀚钰生物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8） 发行人股东会文件；
	（9） 发行人工商内档。
	核查内容：
	（一） 深圳高新定向转增事项是否取得其它股东的书面同意
	2016年6月28日，普门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4,650万元。本次增加的275万元注册资本，由刘先成认缴60万元、瀚钰生物认缴40万元、瑞普医疗认缴164万元、深圳高新认缴11万元，除深圳高新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其他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2016年6月29日，普门有限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已于2016年7月14日全部到位。
	上述定向转增发生时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刘先成、胡明龙、曾映、徐岩、张海英、卢山、瀚钰生物、瑞源成健康及瑞普医疗均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同意深圳高新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且前述事项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是否履行相应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1.  关于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适用的规定
	2015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同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财政产业专项资金股权投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试行）》”）。其中，第六条规定，产业专项资金股权投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程序后，由受托管机构与申请单位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十二条及第二十四条规定，股权投资方案中股权估值按每股净资产的3倍为入股价且约定固定收益的，在退出时，由受托管理机构按照投资时的约定，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将股权转让给责任股东，由合法国有产权交易机构鉴证。
	2.  关于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基本情况
	（1） 2015年11月19日，普门有限、刘先成与深圳高新签署《项目合同书》，约定深圳高新为项目投资普门有限2,000万元人民币，占有4.00%股权，持股期限为2年。项目期满且验收通过后，深圳高新将以投资金额114.00%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刘先成。2015年12月18日，普门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深圳高新以货币增资175万元（占比4.00%）成为公司股东。2016年1月12日，普门有限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2） 2016年10月，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向普门有限核发《验收合格证书》，确认普门有限承担的“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项目已通过验收。2016年12月22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函，同意深圳高新按投资额114.00%的价格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刘先成指定股东瀚钰生物。2017年1月4日，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发函，同意深圳高新转让股权并退出普门有限相关事宜。2017年3月22日，普门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深圳高新将其持有的公司3.60%股权以人民币2,280万元转让给瀚钰生物，其他股...
	3.  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已履行了相应程序、合法合规
	《项目合同书》约定了深圳高新持股期限为2年且约定了固定收益（投资金额114%或年化收益率7%）。深圳高新2016年对普门有限2,000万元的投资实际为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因孔雀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就普门有限“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项目下发的财政资助项目。
	根据《管理办法（试行）》，深圳高新投资普门有限的资金为财政专项资金，由深圳市财政委员会通过深圳高新投入普门有限，并非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资产。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已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履行了立项审批、合同签署、项目验收、退出方案审批、交易鉴证、资金缴纳等全部流程，符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三） 深圳高新提前退出的原因、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项目合同书》，“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股权投资项目期限为2年，项目期满且通过验收后，深圳高新将所持有股权转让给实际控制人。
	根据2016年10月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向普门有限核发的《验收合格证书》，普门有限承担的“新一代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开发”项目提前通过验收。
	鉴于发行人开始筹划引进机构投资者、谋划股份改制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发行人与深圳高新协商提前退出事宜并获得其同意。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先后发函，同意深圳高新按投资额114%的价格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刘先成指定股东瀚钰生物。深圳高新退出已按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履行完毕全部程序，合法合规。
	核查结果：
	1.  普门有限就深圳高新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事项已取得了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并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变更登记，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深圳高新入股及退出已按照规定履行了相应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3.  因项目提前通过验收，经协商并取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同意，深圳高新提前退出公司，相关程序合法合规。

	第二部分：对《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及《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更新
	一、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问题15
	二、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问题17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
	（一） 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二） 通过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方面的行政处罚。
	（三） 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1.  发行人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
	2.  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3.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

	第三部分：对于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披露内容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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