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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2019]海字第 29-3号 

 

致：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股份公司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科创板首发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规则》、《律师证券业务管理办法》、《编

报规则 12 号》、《律师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有关规定，以及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2019]海字第 29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佰仁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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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海字第 30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2019]海字第 29-1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佰仁医

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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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海字第 29-2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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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称“已

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科审（审核）〔2019〕239号《关于北京佰仁

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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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及股份公司实际情况，就股份公司本次发行

上市过程中涉及的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

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本所已出具法律意见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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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询函》4. 温宁和金磊曾共同拥有过 9 项发明专利，无偿转让给发行

人。根据问询意见回复，温宁 1992 年至 1998 年在法国 Fbloc 公司从事人工骨科

关节研发工作；1998 年至 2003 年，在 Nycomed 公司从事冠状动物导管支架研发

工作；2004 年至 2006 年，在 LP 公司从事乳房植入体研发工作；2007 年至今，

在 Gehelt公司为项目管理人员。问询意见同时披露，温宁是位医生，其在法国工

作期间有机会经常参加学术会议，对冠状动物导管支架技术有极大兴趣，其利用

个人业务时间、利用个人资金购置设备、原材料，在家做实验。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显要位置：（1）补充披露上述技术对发行人生产经

营、收入、利润的贡献；详细披露温宁具体对上述技术的研发过程和投入情况，

说明行业内对该技术的研发投入情况，是否属于个人可能完成的技术，结合温宁

曾任职企业的主要产品和核心技术，补充披露温宁的相关技术是否属于职务发明，

是否存在侵权情形，是否构成发行人的技术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补充披露

温宁是否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约定无偿转让技术的具体约定内容，是否存在其他

形式的利益安排。  

请保荐机构、律师说明核查工作是否做到勤勉尽责，并发表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上述技术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收入、利润的贡献；详细披露温宁

具体对上述技术的研发过程和投入情况，说明行业内对该技术的研发投入情况，

是否属于个人可能完成的技术，结合温宁曾任职企业的主要产品和核心技术，补

充披露温宁的相关技术是否属于职务发明，是否存在侵权情形，是否构成发行人

的技术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1）补充披露上述技术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收入、利润的贡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致同审字(2019)第 110ZA3261 号《审计报告》、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现有产品及核心技术的分析、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研发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发行人专注于动物源性植入器械或植入材料的

研究与生产，其目前注册、生产的产品为外科生物补片、瓣膜成形环、涤纶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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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缺封堵器、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心血管病封堵器输送系统、人工生物心脏瓣

膜、生物疝补片、肺动脉带瓣管道。金磊与温宁转让给发行人的 9 项发明专利均

为具体产品结构和工艺实现的下位个性化技术，与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不同，对应

的产品分别为人工心脏支架瓣膜的输放装置、人工心脏支架瓣膜、带舌状结构的

支架瓣膜及其支架、带径向突出结构的支架瓣膜及其支架、自扩型支架柔性连接

环压紧机构、自扩型支架收线压紧机构、自扩型支架轴向拉线张紧机构、支架与

生物瓣膜编织成一体的支架瓣膜、带内层舌状结构的支架瓣膜及其支架，均与发

行人生产的产品不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使用前述 9 项

专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未生产任何产品，该 9项专利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收入、

利润未有贡献。 

（2）详细披露温宁具体对上述技术的研发过程和投入情况，说明行业内对该

技术的研发投入情况，是否属于个人可能完成的技术； 

根据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对温宁、金磊的访谈、本所律师对温宁、金磊无

偿转让给发行人 9 项专利技术在互联网的检索，温宁是位骨科医生，拥有医疗和

工程双学问，其基于对冠状动物导管支架技术的兴趣，在法国工作期间经常参加

瓣膜相关学术会议，利用个人业余时间、利用个人资金购置设备（热处理炉、钻

床、支架、磨具、导管配件等）、原材料（猪心等），在家做实验，经过 3年（2002

年至 2005年）的研究，最终掌握相关技术并申请取得前述 9项专利。 

根据本所律师在互联网对人工心脏瓣膜技术的检索、本所律师对金磊、温宁

的访谈，从行业内对技术的研发投入情况来看，1965 年法国的著名医生 Alain 

Carpentier直接取猪的主动脉瓣装在事先做好的瓣架上首次成功植入人体，为首

个生物瓣膜。1971 年英国里兹医院著名的心外科医生 Marrian Ionescu 选用牛心

包组织，制成了世界上首个牛心包生物瓣，并成功植入人体。2002 年法国 Cribier

医生成功完成了第一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前述发明均为个人研发

结果，但未能查询到投入经费情况。温宁拥有医疗和工程双学问，且大学毕业后

成为医生，前述 9 项专利属于其个人可以完成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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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温宁曾任职企业的主要产品和核心技术，补充披露温宁的相关技术

是否属于职务发明，是否存在侵权情形，是否构成发行人的技术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 

经本所律师核查，温宁申请上述 9 项专利的时间为 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0月期间。温宁在此期间之前任职的单位为 Nycomed amersham medical systems

和 LP 公司。根据温宁的介绍、本所律师登入互联网对 Nycomed amersham medical 

systems、LP 公司的查询，Nycomed amersham medical systems 当时是 Nycomed 

amersham的子公司，主要产品为冠脉支架和导管，该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现在无

法查询到相关资料。Nycomed amersham 主要产品是放射科造影剂，后被 GE 

Healthcare 收购。LP 公司当时生产乳房植入体，后经营不善关闭。Nycomed 

amersham medical systems 和 LP与温宁、金磊转让给发行人 9项专利技术均不

同。 

根据本所律师登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对该 9 项专利的检索，该 9 项专利目

前的法律状态正常；本所律师登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对温宁

的查询，未发现与温宁有关的诉讼、处罚；经本所律师对温宁的当面访谈，温宁的

相关技术不属于职务发明，不存在侵权情形，不存在构成发行人的技术存在纠纷

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2、补充披露温宁是否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约定无偿转让技术的具体约定内

容，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  

2017 年 8 月 1，温宁、金磊与佰仁有限签署《专利转让合同》，温宁、金磊

将其共有的“人工心脏支架瓣膜的输放装置”、 “人工心脏支架瓣膜”等 9项专

利自愿无偿转让给佰仁有限，并确认（1）温宁、金磊对前述 9项专利拥有完全的

所有权；（2）本协议生效后，温宁、金磊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或者授权他人使用

该等专利。本协议生效后，温宁、金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佰仁有限追索或索取利

益或权益；（3）温宁或金磊利用已获取的前述专利信息，再次进行的相关科研活

动，形成的成果与知识产权产品，佰仁有限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4）

本协议是不可撤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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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对上述《专利转让合同》、金磊银行流水的核查、本所律师对温

宁、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金磊的访谈，温宁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形式的

利益安排。 

针对温宁转让给发行人 9项专利事宜，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工作： 

1、本所律师查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致同审字(2019)第 110ZA3261 号

《审计报告》、对发行人现有产品及核心技术的分析、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研发

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确认发行人未使用温宁、金磊转让给发行人的 9项

专利技术，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收入、利润未有贡献； 

2、本所律师查阅了该 9项专利证书的原件、走访国家知识产权局并取得其出

具的《证明》、登入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该 9 项专利自申请至今的法律状态，确

认该 9项专利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 

3、本所律师登入互联网对该 9项专利技术查询、相关资料的研究、本所律师

对温宁当面访谈、微信沟通，了解行业内对该技术研发投入情况，确认该项技术

属于个人可能完成的技术； 

4、本所律师登入互联网查询温宁曾任职的企业、对温宁进行当面访谈、微信

沟通，了解温宁曾任职企业的主营业务、产品、技术、了解该 9 项专利技术的研

发过程和投入情况，确认该 9 项专利属于温宁个人研究成果，不属于职务发明、

不存在侵权情形； 

  5、本所律师对温宁、金磊与佰仁有限于 2017 年 8 月 1 签署《专利转让合

同》、金磊银行流水进行核查、对温宁、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金磊进行访谈，确认温

宁自愿将 9项专利无偿转让给发行人，不存在利益安排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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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对温宁、金磊无偿转让给发行人的相关

专利事宜进行核查，做到勤勉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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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询函》10. 请发行人结合同行业公司近期增资或股份转让的估值情况

进一步披露员工持股计划增资时的公允价值，分析是否需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要求确认股份支付费用，测算确认相关股份支付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是

否符合所选择的科创板上市标准。 

请发行人补充提供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员工持股

计划方案、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

并就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发表明确意见。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就是否仍符合所选择的科创板上市标准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经本所律师对股份公司就员工持股平台增资召开的董事会决议、股东

大会决议、员工持股计划方案、《佰奥企业管理合伙协议》的核查、登入互联网对

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药业案例的查询、对《企业会计准

则第 11号——股份支付》、《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研究，发行人员工持股

平台增资的公允价值及股份支付情况如下： 

1、佰仁医疗在并购市场的同行业市盈率水平 

2018 年至 2019 年 3 月期间部分 A 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

设备制造业的市盈率情况如下： 
单位：倍 

A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市盈率情况 

收购方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

行业 

标的金额 

（万元） 
实施状态 收购市盈率 

振德医疗 

603301.SH 

美迪斯 

836841.OC 

医药制造

业 
10,416 实施完成 3.70 

八菱科技 

002592.SZ 

弘天生物 

832979.OC 

医药制造

业 
90,775.32 

股东大会通

过 
15.22 

众生药业 

002317.SZ 

逸舒制药 

832796.OC 

医药制造

业 
2,172.17 实施完成 11.61 

蓝黛传动 

002765.SZ 

台冠科技 

837903.OC 

专用设备

制造业 
71,472.17 实施完成 14.46 

平均 - - - 11.25 

佰仁医疗 
申报时间 预计市值分析报告预计

市盈率区间：

[29.72,58.35] 

增资时间 
申报前增资市

盈率 

2019-04-15 2018-11-21  （静态）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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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8.21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公开披露文件、Choice金融终端。 

根据上表，股份方式增资时估值的市盈率 9.06倍与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

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平均市盈率 11.25 倍无重大差异。考虑到上表中标的

公司美迪斯主要产品为医用敷料产品及体育防护用品，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其

对应 3.70倍市盈率相对其他企业偏低，可比性较小，因此剔除该异常值，计算平

均收购市盈率为 13.76 倍。为了便于投资者分析比较，依据谨慎性原则，股份公

司管理层根据平均市盈率 13.76 倍确定本次增资时公司的公允价值。据此，股份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2、 测算股份支付对净利润的影响 

根据 13.76倍市盈率确定本次增资时股份公司的公允价值，则 2018年确认的

股份支付费用测算如下： 
单位：元/倍 

项目 过程 金额\市盈率\占比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非后孰低） 1 42,201,460.30元  

A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

的市场平均市盈率 
2 13.76倍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估值 3=1×2 580,692,093.73  

扣除实际控制人占员工持股平台份额后员工持股平台

持股比例 
4 8.26% 

用于股权激励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5=3×4 47,987,749.41元  

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支付对价(授予价格） 6 31,535,000.00元  

股份支付费用 7=5-6 16,452,749.41元  

对净利润的影响 8 16,452,749.41元 

3、是否符合所选择的科创板上市标准 

根据《预计市值的分析报告》，股份公司在申报科创板时选择《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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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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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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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上述测算，根据股份公司 2017年扣非后孰低净利润并按 13.76倍市盈率

确定公允价值时，2018年测算计入 1,645.27万元股份支付费用，2017年及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为 4,220.15 万元和 3,339.97 万元，

均为正数且合计超过 5,000 万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 2.1.2条第（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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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年 10月 31日、2018年 11月 16日，股份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佰奥企业管理以 5.3元/股的价格认缴佰仁医疗新增 600万股股份。 

5、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以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确定。”公司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限制性股票，可采用授予日

同期外部投资者认购价格或合理的方法进行估值确定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由

于没有同期外部投资者进行认购，故股份公司采用其他合理方法确认公允价值。

方法如下： 

（1）股份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其应用指南的

规定，在确定公允价值时，参考《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中“合理考虑入股时间

阶段、业绩基础与变动预期、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特点、同行业并购重组市盈率水

平、股份支付实施或发生当年市盈率与市净率指标等因素的影响，采用恰当的估

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的要求，以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主要参考依据。发行人最早

于 2017年初启动上市计划时即开始筹划引入员工入股，主要考虑部分老员工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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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公司，为发行人核心人力资源，引入其入股有助于加强利益一致性、实现

更好发展。2017年 1月 19日，用于核心员工持股的平台佰奥企业管理正式设立。

2018年 2月 8日，发行人聘请的咨询机构慧聪书院提供了主体员工持股计划，同

日，佰仁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3月 2日，股份公司召开上市中

介协调会，讨论员工持股计划，经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参与人员协商拟定以 4.5元

/股价格增资，对应股份公司估值为 32,400 万元。为保证作价公允，2018年 7月

30日，股份 g公司聘请的中水致远出具《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10149号），采用收益法和资产评估基础法两种方法评估，其中收益法评估值为

36,272.75万元，资产评估基础法评估值为 15,041.83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价值为 36,272.75 万元。股份公司增资时估值参考该《评估报告》确定为 38,160

万元。佰奥企业管理取得股份公司股权支付的对价参照《评估报告》确定的权益

工具公允价值，因此未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2）根据《北京佰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股份公司员工

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认缴佰奥企业管理的份额。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员工投入

佰奥企业管理的出资已基本到位。2018 年 11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2019年 1月 30日起，中国证监会逐步发布了《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

一系列科创板要求和规则，科创板将是一个问询效率较高、注册所需时间较短的

板块。同时，科创板股票发行价格是根据投资者市场询价而来。鉴于上述授予日

后市场环境的变化，股份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采用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并购新三

板医药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市场平均市盈率的方法确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按 13.76倍平均市盈率），使用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非孰

低）作为基数进行测算，佰奥企业管理取得股份公司股权支付的对价小于权益工

具公允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需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1,645.27万元。

具体计算过程及对净利润的影响详见“2、 测算股份支付对净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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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判断过程，股份公司管理层认为，将该并购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定为

公允价值更为谨慎，鉴于此，股份公司就上述员工持股平台增资事项，确认股份

支付费用 1,645.27 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 2018 年确认 1,645.27 万元为股份支付费用

后，2017年及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为 4,220.15万元

和 3,339.97万元，均为正数且合计超过 5,000万元，股份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一）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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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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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盖章

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李冬梅：_______________                             

 

 

罗会远：                                许家武：________________               

 

 

                                        陶   涛：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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