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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金证法意[2019]字 0905 第 0570 号 

致：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作为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已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

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金证法意[2019]字 0321 第 0123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金证律报[2019]字

0321 第 0124 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此后，本所律师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金

证法意[2019]字 0505 第 0236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金证法意[2019]字 0525 第 0286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金证法意[2019]字 0611 第 0318 号）（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

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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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金证法意[2019]字 0619

第 0413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金证

法意[2019]字 0620 第 0417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金证法意[2019]字 0719 第 0478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六）》”）；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金证法意[2019]字 0809 第 0506 号）（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现本所律师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9 月 3 日下发的《关于上海美迪西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512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中要求发

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的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之外，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和结论

仍适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中的相关表述。 

本所律师在前述文件所作的各项声明，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之外，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法律问题的

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中的相关表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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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构成必要的补充。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注册办法》和《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执业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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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落实函》第 1 项的回复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

的平均薪酬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1）请上述人员就自己及近亲属是否从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得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

充说明；（2）请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就是否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

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充说明；（3）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存在上市后大幅提

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如有，对发行人未来业绩有何影响；（4）请发行人针

对上述事项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揭示部分相关内容，

明确披露上述主体说明和承诺。（5）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就

上述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上述人员就自己及近亲属是否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取得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充说明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总经理 CHUN-LIN CHEN 已出具说明：“除在公司领取

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未取得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利

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陈金章、陈建煌及其

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未直接或间接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酬及

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员或其他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

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的情形。” 

发行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王国林、刘彬彬）、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任峰、

彭双清）、其他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马兴泉、JIANGUO MA、顾性初、张晓

冬、BAOMIN XIN）、核心商业销售人员蔡金娜及 BD 人员（商务拓展人员），已

出具说明：“除在公司领取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未

取得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利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实际控制

人陈金章、陈建煌、CHUN-LIN CHEN 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酬及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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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的

情形。” 

（二）请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就是否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

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作出补充说明 

发行人已出具说明：“除在向员工发放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公司

不存在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向员工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CHUN-LIN CHEN、陈金章、陈建煌已出具说明：“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不存在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代公司向公司员工

及其近亲属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任何形式帮助

美迪西代垫成本费用、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请发行人说明是否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如有，

对发行人未来业绩有何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公司不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员工薪酬的计划和安排。未

来公司将在保持薪酬制度稳定的基础上，根据行业整体薪酬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

公司经营发展情况，逐步优化公司的薪酬机制。同时，公司计划未来三年高级管

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

员的平均薪酬每年增幅不超过 15%。 

（四）请发行人针对上述事项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及风

险揭示部分相关内容，明确披露上述主体说明和承诺 

本所律师查阅了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

“三、风险提示”之“（一）公司员工平均薪酬低于部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

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之“（一）公司员工平均薪酬低于

部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风险”披露以下内容： 

“公司不存在上市后大幅提高员工薪酬的计划和安排。未来公司将在保持薪

酬制度稳定的基础上，根据行业整体薪酬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经营发展情况，

逐步优化公司的薪酬机制。同时，公司计划未来三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

门负责人、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人员的平均薪酬每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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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不超过 15%。” 

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之“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之“四、发行人及相关责

任主体做出的重要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之“（八）其他承诺事项”披露以下内

容： 

“公司已出具说明：‘除向员工发放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公司不

存在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向员工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 CHUN-LIN CHEN、陈金章、陈建煌已出具说明：‘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不存在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代公司向公司员工及

其近亲属发放薪酬，或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任何形式帮助美

迪西代垫成本费用、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公司总经理 CHUN-LIN CHEN 已出具说明：‘除在公司领

取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未取得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

利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陈金章、陈建煌及

其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未直接或间接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酬

及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员或其他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或本

人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的情形。’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王国林、刘彬彬），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任峰、

彭双清），其他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马兴泉、JIANGUO MA、顾性初、张晓

冬、BAOMIN XIN），核心商业销售人员蔡金娜以及 BD 人员（商务拓展人员），

已出具说明：‘除在公司领取薪酬、奖金或其他因公往来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

未取得公司提供的其他报酬利益，亦不存在与公司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司实际控

制人陈金章、陈建煌、CHUN-LIN CHEN 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公司关联方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提供报酬及其他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人

员或其他企业通过任何形式代公司向本人或本人近亲属等提供报酬或其他利益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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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目的 

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直接

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从而为发行人分担成本费用、调节

利润的情形。 

2、核查方法 

针对上述核查目的，本所律师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了核查： 

（1）针对发行人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

利益的核查：取得发行人银行流水进行核查，对人力资源部总监以及相关员工进

行了访谈，结合发行人工资发放情况，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

的情况。 

（2）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

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核查：取得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银行流

水及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的银行流水，按照核查标准逐笔核查银行流水的交易对

方、交易时间等，同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得其书面确认说明。 

（3）经由中介机构现场见证（其中，2 名 BD 人员以及 2 名部门副总裁级

员工因外地出差采取视频见证方式），由相关人员签署不存在代垫成本费用的说

明。 

3、核查程序以及核查结果 

（1）对发行人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

益的核查 

A.核查发行人银行流水 

本所律师取得了发行人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及发行人报告期内全部银行账

户的对账单，核查发行人与上述股东方以及员工方之间的往来情况，并与公司工

资表核对。经核查，除了正常工资发放、报销款、备用金以外，发行人与上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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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输出方以及利益接受方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 

B.对相关员工进行访谈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薪酬制度，同时对人力资源部总监进行了访谈，了解

发行人的薪酬机制。 

本所律师通过对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BD 人员

以及 30 名其他部门的员工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的薪酬政策、薪酬波动情况以

及发放情况，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通过体外支

付薪酬的情况。 

经访谈确认，发行人不存在通过其他方式向上述人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

情况。 

（2）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上述人

员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核查 

A.核查范围 

本所律师具体核查范围如下： 

类别 核查范围 核查标准 

股东方 

实际控制人：CHUN-LIN CHEN、陈金章、陈建煌 

取得全部银行账户流

水，重点核查单笔金额

在 10 万元以上（含）

以上的大额支出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持股 5%以上的重要股东：林长青、陈国兴、王国林、

陈春来 

员工方 

高级管理人员：王国林、刘彬彬 

取得全部银行账户流

水，重点核查单笔金额

在 1 万元以上（含）以

上的大额收入 

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业务部门副总裁级员

工：任峰、彭双清、马兴泉、JIANGUO MA、顾性初、

BAOMIN XIN、张晓冬 

核心商业销售人员：蔡金娜 

本所律师取得了上述股东方以及员工方的银行账户流水并由其出具已经完

整提供银行账户的承诺，同时，通过分析账户提供方是否提供了包括工资户、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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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户、日常消费户等账户以及交叉核对不同账户之间的交易对手方账户信息等方

式复核确认其提供的账户。 

B.具体核查内容 

a.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重要股东 

本所律师获取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重要股东报告期内银行

流水，核查单笔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的交易对手方、交易时间、交易

金额等信息，核查是否存在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

商业销售人员等发行人员工提供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同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

得其书面确认文件。 

b.针对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副总裁级员工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副总裁级员工进行了访谈，了

解其入职美迪西前后的薪酬情况并收集相关佐证资料，了解其选择加入美迪西的

原因及其对美迪西薪酬的满意程度，特别关注入职美迪西前后薪酬差异较大的员

工的合理性解释。 

本所律师获取了发行人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副总裁级员工报告期或

其入职以来（孰晚）的银行流水，核查单笔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的交易

对手方、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信息，同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得其书面确认文件。 

c.针对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商业销售人员 

本所律师获取了上述人员报告期内或其入职以来（孰晚）的银行流水，核查

单笔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的交易对手方、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信息，

同时访谈相关人员并取得其书面确认文件。 

d.现场见证（2 名 BD 人员以及 2 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因外地出差采取视频

见证方式）相关人员出具不存在代垫成本费用的说明 

在核查上述人员银行流水的基础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

重要股东、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3 名）、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2 名）、其他业

务部门副总裁级员工（5 名）、核心商业销售人员（1 名）以及其他 BD 人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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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签署了关于不存在代发薪酬、代垫成本及输送利益的说明函。 

本所律师对上述人员签署说明的过程进行了现场见证（2 名 BD 人员以及 2

名部门副总裁级员工因外地出差采取视频见证方式），确认其出具说明的真实性。 

C.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

核心商业销售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等关联方取得其他报酬或利益的情形；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以直接或

间接方式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核心商业销售人员等提

供其他报酬或利益；发行人不存在在上市后大幅提高相关人员薪酬的安排；发行

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揭示。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并根据需要制作副本。正本、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以下无正文，签署页在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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