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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案号：01F20190263 

致：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昊海生科”）的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

律顾问，已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昊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昊

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并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和 2019 年 5 月 27 日分别出具了《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向发行人及

其所聘请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上证科审（审核）[2019]204 号

《关于上海昊海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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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第三轮问询函》”），本所律师根据《第

三轮问询函》的要求，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证的基

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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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中述及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

任。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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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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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第三轮问询函》第 1 题“关于经销商下游客户问题”的核查意见 

请发行人披露经销商销售模式下，是否可能出现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品销

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及报告期内是否发生过类似情形、该情形是否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如何控制该种风险。 

请发行人：（1）区分报告期内有效的注册证号，说明报告期内各期，相关产

品的名称、对应器械分类和收入情况；（2）说明发行人不能获取经销商最终销售

情况是否符合行业政策和监管要求，是否符合行业对于问题产品质量问题追溯

要求的惯例；（3）说明发行人是否需对经销商的最终医院的医生进行培训，如是，

说明在不知道最终销售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培训；如否，结合发行人相关销售费用

上升的原因，说明能否保证相关产品确由专业医生操作完成，相关医生是否可以

了解、熟练掌握使用和推荐发行人的产品，发行人如何保证经销商不存在串货或

与发行人直销发生冲突的情形；发行人的内部管理是否有效。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另请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

品销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相关情形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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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配合经销商从事相关销售，发行人的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等情

况，说明核查方法、范围、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披露经销商销售模式下，是否可能出现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

品销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及报告期内是否发生过类似情形、该情形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如何控制该种风险 

在经销模式下，公司通常按以下方式对经销商进行管理： 

1、经销商获得公司某类产品在授权区域或授权医疗机构的经销权。经销商

应当将医疗器械产品销售至公司授权范围内的医疗机构，并须根据相关质量体系

要求，保留产品分销记录； 

2、产品的销售价格、销售指标由双方协商确定，经销商制定销售计划，并

据此向公司发送订单并预付货款； 

3、 为了防止经销商在约定的销售区域或销售对象之外销售公司产品，保证

市场销量，公司要求部分经销商向公司支付市场保证金，并在经销商未经授权跨

区域销售的情况下，由公司扣除部分保证金作为补偿； 

4、公司有权对经销商的产品销售记录进行询问及调取。 

为有效开拓市场，经销商在公司的管理和协同下，开展专业化学术推广活动。

主要实施形式包括中华医学会及医师协会年会、学术研讨会、推广会、科内会、

病友会、培训会、展览宣传等。 

对于除玻尿酸产品外的其他医疗产品，包括人工晶状体、眼科粘弹剂、玻璃

酸钠注射液、医用几丁糖（关节腔内注射用或防粘连用）、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产品等，产品主要用于眼科、骨科、外科及烧伤创面治疗等

治疗用途，上述治疗无法在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进行，终端应用场景均为医疗机

构，同时，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经销商销售公司产品制定了相关管

理控制规范，限制上述产品的使用范围。 

对于整形美容与创面护理业务中的玻尿酸产品，虽然公司制定了对经销商的

相关管理规范，仍存在经销商不能严格遵守制度规范、将相关医疗器械产品销售

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风险。报告期内，公司整形美容类 III 类医疗器械的终

端销售对象主要为民营医疗机构，少量为公立医院，不存在经销商将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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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美容类 III 类医疗器械销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同时，公司主要

通过如下手段控制上述风险： 

1、在选择医美产品经销商时，公司通常事先对经销商进行背景调查，包括

审查企业资质、业务规模、覆盖地区及医疗机构的情况等； 

2、对新医美经销商进行资质录入登记，并就经销商资质进行专门保管，建

立经销商资质档案库，确保经销商具备相关业务资质且未因不合规而受到过相关

部门的处罚； 

3、对医美经销商向医疗机构的终端销售实行授权管理模式。公司通过经销

协议及授权书，明确约定经销商的终端销售医疗机构范围。经销协议有效期通常

至当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重新签署； 

4、公司在对医美经销商授权终端销售对象时，会核查相关拟授权的终端销

售对象是否具有资质。 

（二）区分报告期内有效的注册证号，说明报告期内各期，相关产品的名称、

对应器械分类和收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药品的批准文号及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证

编号及对应收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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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领域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别 
公司/品牌 批准文号/注册证编号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眼科

产品 

人工晶状

体 

III 类医

疗器械 

河南宇宙

自产人工

晶状体 

国械注准 20153221939 

5,045.76 3.24% 3,359.17 2.48% 369.81 0.43% 国械注准 20153221938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3 第 3220653 号（旧） 

国械注准 20173220503（新） 

珠海艾格 

自产人工

晶状体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3 第 3221333 号（旧） 

国械注准 20173220906（新） 
211.42 0.14% 377.25 0.28% - - 

Aaren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2 第 3224518 号（旧） 

国械注进 20173221845（新） 

6,758.25 4.34% 6,964.91 5.15% 177.43 0.21%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1066 号（旧） 

国械注进 20183221525（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1436 号（旧） 

国械注进 20173221639（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1581 号（旧） 

国械注进 20183221528（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3220058 号（旧） 

国械注进 20173226128（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1580 号（旧） 

国械注进 20183221526（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1944 号（旧） 

国械注进 20173222086（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3220057 号（旧） 

国械注进 20183222000（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3220059 号（旧） 

国械注进 20183222001（新） 

Lenstec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2 第 3223712 号（旧） 

国械注进 20163222789（新） 
27,649.42 17.77% 23,423.68 17.31% 3,372.90 3.93%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0517 号（旧） 

国械注进 20173220336（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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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领域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别 
公司/品牌 批准文号/注册证编号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0489 号（旧） 

国械注进 20163221589（新） 

国械注进 20143226224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2202 号（旧） 

国械注进 20173220217（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3 第 3221262 号（旧） 

国械注进 20173220177（新） 

国械注进 20153222947 

Nidek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3220871 号（旧） 

国械注进 20183221833（新） 

3,451.40 2.22% 3,303.96 2.44% 112.42 0.13%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3221035 号（旧） 

国械注进 20183221839（新）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3222861 号 

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3224536 号 

眼科粘弹

剂 

III 类医

疗器械 

昊海生科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221171 号 

224.97 0.14% 407.88 0.30% 518.44 0.60%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221489 号（旧） 

国械注准 20183161942（新） 

其胜生物 

国械注准 20163220862 

8,617.23 5.54% 7,747.06 5.73% 6,821.70 7.94%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221175 号（旧） 

国械注准 20183161835（新） 

建华生物 国械注准 20153221364 649.72 0.42% 817.91 0.60% 390.33 0.45% 

河南宇宙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220339 号（旧） 

国械注准 20183221501（新） 
1,126.96 0.72% 885.65 0.65% - -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3221339 号（旧） 

国械注准 2016322174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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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领域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别 
公司/品牌 批准文号/注册证编号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润眼液 
III 类医

疗器械 
其胜生物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221050 号（旧） 

国械注准 20183161957（新） 
173.53 0.11% 93.76 0.07% 222.72 0.26% 

整形

美容

与创

面护

理产

品 

玻尿酸 
III 类医

疗器械 
其胜生物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3 第 3461447 号（旧）

国械注准 20173460810（新） 26,610.83 17.11% 25,505.26 18.85% 18,923.09 22.04% 

国械注准 20163461492 

重组人表

皮生长因

子 

生物药

品 
昊海生科 

国药准字 S20010094 

6,086.67 3.91% 4,525.26 3.34% 3,348.24 3.90% 
国药准字 S20010095 

国药准字 S20010096 

国药准字 S20010099 

骨科

产品 

玻璃酸钠

注射液 

化学药

品 
昊海生科 

国药准字 H20051837 

21,149.44 13.59% 18,348.51 13.56% 20,414.72 23.78% 国药准字 H20051838 

国药准字 H20174089 

医用几丁

糖（关节

腔内注射

用） 

III 类医

疗器械 
其胜生物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3 第 3640946 号（旧） 

国械注准 20173640026（新） 
8,934.81 5.74% 8,422.19 6.22% 8,562.27 9.97% 

防粘

连及

止血

产品 

医用几丁

糖（防粘

连用） 

III 类医

疗器械 
其胜生物 国械注准 20143642114 10,902.78 7.01% 12,849.49 9.50% 11,658.87 13.58% 

医用透明

质酸钠凝

胶 

III 类医

疗器械 

昊海生科 
国械注准 20153640606 

3,581.76 2.30% 3,636.92 2.69% 3,389.45 3.95% 
国械注准 20153640607 

其胜生物 国械注准 20153640476 1,934.18 1.24% 678.08 0.50% 1,777.81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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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领域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别 
公司/品牌 批准文号/注册证编号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建华生物 
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3641402 号（旧） 

国械注准 20163640115（新） 
2,203.81 1.42% 2,545.44 1.88% 2,875.17 3.35% 

医用胶原

蛋白海绵 

III 类医

疗器械 
其胜生物 国械注准 20153640906 1,500.06 0.96% 1,498.44 1.11% 1,593.22 1.86% 

注：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批准文号/注册证均处于有效期内；部分产品由于存在到期续证的情形，因此会有新/旧两个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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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发行人不能获取经销商最终销售情况是否符合行业政策和监管要求，是

否符合行业对于问题产品质量问题追溯要求的惯例 

对于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可追溯性方面，相关主要监管规定具体如下： 

产品

类别 
适用主体 主要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 

药品 

药品生产

企业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2010 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79 号） 

第二百九十五条 每批产品均应当有发运记录。根

据发运记录，应当能够追查每批产品的销售情况，

必要时应当能够及时全部追回，发运记录内容应当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批号、数量、收货单位和

地址、联系方式、发货日期、运输方式等。 

药品经营

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2015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27 条） 

第十八条 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必须有真实完

整的购销记录。购销记录必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

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购

（销）货单位、购（销）货数量、购销价格、购

（销）货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

他内容。 

医疗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实施条例》（2016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666 号） 

第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购进药品，必须有真实、完

整的药品购进记录。药品购进记录必须注明药品的

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

商、供货单位、购货数量、购进价格、购货日期以

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医疗

器械 

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 

《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 

第六十二条 企业应当建立产品销售记录，并满足

可追溯的要求。销售记录至少包括医疗器械的名

称、规格、型号、数量；生产批号、有效期、销售

日期、购货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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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类别 
适用主体 主要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 

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

医疗器械

使用单位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2014 年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0 号） 

第三十二条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购进医

疗器械，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资质和医疗器械的合格

证明文件，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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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事项包括： 

（一）医疗器械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二）医疗器械的生产批号、有效期、销售日期； 

（三）生产企业的名称； 

（四）供货者或者购货者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

式； 

（五）相关许可证明文件编号等。 

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应当真实，并按照国务院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予以保存。国家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记录。 

医疗器械

使用单位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2014 年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0 号） 

第三十七条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妥善保存购入

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原始资料，并确保信息具有可追

溯性。 

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于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追溯的相关规定。 

针对药品类产品，公司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其药品类产品玻璃酸钠注射液和外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编制电子

监管码，并使用第三方技术系统进行追溯。公司明确要求药品经销商在公司提出要求时

须向公司披露产品流向和销售数量，并在药品监管码的协助下掌握产品的销售对象。 

针对医疗器械类产品，公司设立了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

理系统，并且公司在所有产品发出之前，均完整地记录所有相关的产品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生产批次、生产时间、生产数量、发出产品的接收人信息，并予以录入系统。以保

证对医疗器械产品批次生产数据跟踪、产品出入库操作规范、销售过程的全程可追溯得

以实现。同时，公司要求经销商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条例》建立并执行进货查

验制度和销售记录制度，购进、贮存、销售等记录应当符合可追溯的要求，公司需要时

可获得此记录。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要求，药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应确保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公司建立并执行相关追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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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要目的是确保在出现客户投诉、不合格产品和临床使用过程中发生不良事件以及发

生串货或者销往非医疗机构时，公司可通过查验产品的批号进行流向复核，防止出现制

假产品、来源不明产品、使用不当产品和运输保管不当产品。 

公司要求经销商保存相关分销记录，但在日常经营中并不会要求经销商提供全部销

售数据，仅会根据需要不定期地对经销商做一定抽查。同时，由于公司与经销商的下游

经销网络或者相关医疗机构不发生直接交易，公司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与经销商的信息系

统并不对接，故公司无法准确统计经销商的终端销售数据。 

综上，发行人对于产品流向和可追溯性的管理符合行业政策和监管要求，也符合行

业对于问题产品质量问题追溯要求的惯例。 

（四）说明发行人是否需对经销商的最终医院的医生进行培训，如是，说明在不知

道最终销售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培训；如否，结合发行人相关销售费用上升的原因，说明

能否保证相关产品确由专业医生操作完成，相关医生是否可以了解、熟练掌握使用和推

荐发行人的产品，发行人如何保证经销商不存在串货或与发行人直销发生冲突的情形；

发行人的内部管理是否有效 

1、对最终医院医生的培训情况 

（1）玻尿酸产品的培训 

根据公司医疗美容领域注射用玻尿酸产品注册证要求，玻尿酸产品仅限于在国家正

式批准的医疗机构中，由具有相关专业医师资格的人员经培训后方能按照产品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进行使用。 

直销模式下，相关的产品使用方法的培训由公司向直销的终端医疗机构完成；经销

模式下，公司通过对经销商的授权管理模式，可了解经销商的终端销售对象。对于经销

商的终端医疗机构及医生的培训也主要由公司负责，经销商则负责医疗机构的相关人员

的联系对接、培训组织及培训协调工作，培训需求由经销商根据各自市场的销售进度和

开发阶段提出。公司对于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培训与直销模式下的相关培训基本一致，主

要由公司编制相关培训材料（以 PPT 和视频材料为主），并委派市场、销售或医学人员

到相关医疗机构，对医生进行培训和产品使用方法的讲解。一般情况下，公司对于医生

的培训是发生在医生所属机构首次使用公司产品时和新产品上市阶段。 

（2）其他医疗产品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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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人工晶状体产品中，对于预装式及光学设计较复杂的人工晶状体，在首次使

用产品时，公司或授权经销商会进行光学性能解读及手术装载演示等培训。 

除玻尿酸产品、人工晶状体外，公司其他医疗产品主要包括玻璃酸钠注射液、医用

几丁糖（关节腔内注射用或防粘连用）、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产

品等，上述产品均属于临床中使用多年的成熟手药品/医疗器械，除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子属于公司的原研药物外，其他产品在终端市场上均有较多的国内外功效类似的竞争产

品存在，因此医生对于上述产品的特点和手术中使用的技术要求均较为熟悉。对于不熟

悉公司产品的医生，通过学习对简单的产品讲解、阅读相关医学文献和观看公司制作的

注射/手术视频宣教资料，可以了解公司产品的治疗原理和操作方式。因此，在一般情

况，公司无需对包括公司直销医院和通过经销商销售产品的终端医院的医生进行相关产

品的现场使用培训。在经销模式下，对于医院层面的医生产品培训工作，通常由经销商

的销售团队根据公司提供的学术资料和相应的视频材料等自行完成对产品的讲解。在终

端销售对象提出特定培训需求或者产品处于开发进院阶段的情况下，经销商可能要求公

司委派相关人员参与。 

公司发生的培训费用主要以公司相关培训人员的差旅费用为主，而为使医生能够区

分公司产品与竞争产品的差异，提升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医生对于公司产品的信任度，

公司通常通过学术会议、专题会、论坛等形式来宣传公司产品。 

2、如何保证经销商不存在串货或与发行人直销发生冲突的情形 

公司具有完善的终端医疗机构授权体系，根据公司的授权体系，直销模式终端医疗

机构覆盖范围和经销模式终端医疗机构覆盖范围严格区分。同时，在经销模式下，对特

定终端医疗机构，仅授权一家经销商代表，不存在交叉重叠情况。公司在与经销商签订

的经销协议中，对经销商的授权经销范围、串货行为认定及相关处理方式等进行了明确

约定，若经销商违反经销协议约定向非授权范围内的医院销售，经发行人核查属实的，

发行人有权要求该经销商赔偿因串货导致的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上述授权管理制度，未发生经销商与发行人直销发生冲突

的情形；发行人仅存在少量经销商串货情形，针对串货情形发行人已进行了严格处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授权管理制度和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 

（五）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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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药品再注册批件、医疗器械注册证； 

（2）对主要经销商进行访谈，了解经销商向发行人采购的产品、经销商销售区域、

主要终端客户等信息； 

（3）在访谈的基础上，选取 2018 年前 20 大经销商，并随机抽取 28 家 2018 年销

售金额在 200 万以上的经销商，由其出具书面的《终端销售确认函》，说明其销售区域、

下游主要客户及各期末库存情况； 

（4）通过实地查阅或视频方式，了解报告期内公司玻尿酸产品主要经销商的最终

销售对象信息； 

（5）核查了主要经销商的最终销售对象的医疗资质情况； 

（6）取得发行人与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经销协议模板、授权书模板等，抽

查公司与经销商签署的经销协议及授权书，了解其销售管理、经销商授权管理等执行情

况； 

（7）核查相关行业政策情况，了解发行人的产品追溯相关制度； 

（8）访谈公司高管，抽查公司产品培训材料，了解公司主要产品的使用对厂家指

导、培训以及医生持证上岗的要求；抽查经销合同，查阅其中关于培训、宣传与推广的

相关条款，了解其执行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品销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

的情形，发行人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 

（2）发行人已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产品追溯体系。在出现客户投诉

和不合格产品时，发行人可追溯到原材料的批号及来源、生产批次记录和产品销售场所，

确保相关可能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可召回、责任可追究。上述情形符合行业政策和监管

要求，符合行业对于问题产品质量问题追溯要求的惯例； 

（3）发行人对终端医院医生的培训方式合理。 

（六）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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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相关情形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是否配合经

销商从事相关销售，发行人的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等情况，说明核查方法、范

围、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 

1、发行人说明 

详见《第三轮问询函》第 1 题之“（一）请发行人披露经销商销售模式下，是否可

能出现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品销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及报告期内是否发生

过类似情形、该情形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如何控制该种风险”有关内

容。 

2、核查方法及程序 

（1）通过实地查阅或视频方式，了解报告期内公司玻尿酸产品主要经销商的最终

销售对象信息； 

（2）核查了主要经销商的最终销售对象的医疗资质情况； 

（3）取得发行人与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经销协议模板、授权书模板等，抽

查公司与经销商签署的经销协议及授权书，了解其销售管理、经销商授权管理等执行情

况。 

3、核查范围 

通过实地查阅或视频方式，了解发行人玻尿酸产品最终销售对象信息的核查覆盖比

例如下：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查阅玻尿酸产品最终销售对象信息的经销商经销收入占发行人玻

尿酸产品经销收入的比例 
65.43% 57.64% 46.67% 

4、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经销商将医疗器械产品销售至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的情形，

发行人不存在配合经销商向非医疗机构销售的情形，发行人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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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第三轮问询函》第 3 题“关于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的认定依据”的核查

意见 

根据问询回复，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请发行人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三个问答的相关

规定，进一步说明：珠海艾格受到税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到市场稽

查局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到海关行政处罚事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

认定依据，相关认定依据是否充分。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请发行人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三个问答

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说明：珠海艾格受到税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到

市场稽查局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到海关行政处罚事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的认定依据，相关认定依据是否充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三个问答的规定，在“有

权机关证明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且违法行为不属于“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

亡、社会影响恶劣等并被处以罚款等处罚的”的情形的，可以认定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

为。 

报告期内，珠海艾格受到税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到市场稽查局

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到海关行政处罚事项均已取得有权机关的证明文件，具体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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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依据 

1 

珠海艾格受到税务

主管部门行政处罚

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已出具《涉税征信情况》（珠高税电

征信[2019]82 号），证明：“就该次处罚，公司及时改正错误缴纳罚款且处罚金额

较小，因此，该次行政处罚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 

2 

深圳新产业受到深

圳市市场稽查局行

政处罚事项 

2019 年 5 月 31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出具《复函》（深市监信证[2019]900012

号），就该次行政处罚回复如下：“（1）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2）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依据《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暂行）的通知》（深市监法字[2012]12 号）和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暂行）（第二批）的通知》（深市

监法[2013]17 号）文的规定，以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

的规定，是按减轻违法行为的裁量档次实施的处罚。” 

3 
深圳新产业受到海

关行政处罚事项 

2019 年 5 月 29 日，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已出具《关于反馈深圳市新产业

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情况的函》，确认：“相关案件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的上级机构。 

同时，上述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恶劣的社会影响。综上，

上述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依据是“有权机关证明该行为不属于

重大违法”，相关认定依据充分。 

（二）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2）查询了国家和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网站及互联网公开信息中关于违法违规、行

政处罚相关的公示和报道； 

（3）查阅了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4）取得了国家税务总局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就《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书（简易）》（珠高国税简罚[2016]132 号）所涉处罚事项出具的《涉税征信情况》（珠

高税电征信[2019]82 号）； 

（5）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市稽罚字[2018]29 号）

所涉处罚事项出具的《复函》（深市监信证[2019]900012 号）； 

（6）取得了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就《行政处罚决定书》（沙关缉字[2018]0016

号）所涉处罚事项出具的《关于反馈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情况的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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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珠海艾格受到税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

到市场稽查局行政处罚事项、深圳新产业受到海关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相关认定依据充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正本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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