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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华商”)接受深圳市尚荣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2018 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就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之事宜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6 月 4 日核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0579号）及其附件《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

以及就发行人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期间所发生的有关事实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法

律事项，现本所谨对《反馈意见》中发行人律师需核查并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及

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目的，华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在《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

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核实，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作了询问，与保荐人及发行

人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并取得了相关证明、文件及材料。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与

《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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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作为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华商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

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针对《反馈意见》的法律意见 

 

一、重点问题 

（一）重点问题之1、高端医疗耗材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为申请人新设子公

司，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实施主体是否具备项目开展所需经营资质，

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 

1、实施主体是否具备项目开展所需经营资质 

公司高端医疗耗材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尚荣。由于高端医

疗产业化项目尚处于前期建设过程中，其生产产品为一次性使用手术包产品（包

含一次性手术吻合器、创面敷料和医用无纺布产品），属于医疗器械产品。安徽

尚荣暂不具备实施项目所需的生产许可证和医疗器械注册证。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国内生产、销售需取得相应

的注册证、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

定：从事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的，生产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生产许可并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二

十条规定条件的证明资料以及所生产医疗器械的注册证。 

根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第

十六条规定：“申请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应当进行注册检验。医疗器

械检验机构应当依据产品技术要求对相关产品进行注册检验。注册检验样品的生

产应当符合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注册检验合格的方可进行临床试

验或者申请注册”；第二十三条规定“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应当按照医疗器

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在取得资质的临床试验机构内进行。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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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生产应当符合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 

上述规定要求生产企业在提交医疗器械注册申请的时候，需要建立起符合法

规要求的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具备能够生产出符合注册检验和临床要求

的样品生产线。 

由于安徽尚荣暂无符合医疗器械相关法规要求的生产经营所需的厂房和生

产设施，无法依托该厂房和生产设施建立起申请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所必需的

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产品注册申请必须待生产经营所需厂房车间和生产设施建设

完毕，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完善后方可进行，现在暂不具备项目开展所需经营

资质。 

2、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 

公司已拥有的与高端医疗耗材产业化项目相关的注册证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备案号 登载日期 

洗手衣 粤深械备 20180028 号 2018-01-22 

刷手衣 粤深械备 20180024 号 2018-01-22 

医用检查垫 粤深械备 20180023 号 2018-01-22 

医用护理垫 粤深械备 20180025 号 2018-01-22 

卫生帽 粤深械备 20180027 号 2018-01-22 

小切口组织钳 粤深械备 20180125 号 2018-05-04 

夹持器 粤深械备 20180126 号 2018-05-04 

公司正在申请与高端医疗耗材产业化项目相关的注册证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申请进度 

一次性医用防护服 已提交注册检测，待出具检测报告 

吻合器 已提交注册检测，待出具检测报告 

公司现具有熟悉相关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及相关资质申请流程的专业

人员，能够在安徽尚荣申请相关资质时提供帮助，待产品注册申请所必须的生产

经营所需厂房和生产设施建设完毕，以及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完善后，安徽尚

荣在申请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 

经本所律师核查，安徽尚荣尚处于前期建设中，暂时不具备申请产品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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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的条件；但公司具有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质量管理等经验，并且有

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帮助，安徽尚荣申请产品注册、生产许可证不存在实质

性的障碍，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二）重点问题之2、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总经理梁桂秋同时担任瑞银尚

荣（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总经理。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该事项是

否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人员应独立于控

股股东。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在控股股

东单位不得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应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承担上市公司的工作”，即“上市公司的经理

人员在控股股东单位不得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公司控股股东梁桂秋为

自然人，瑞银尚荣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公司总经理梁桂秋同时担任瑞银尚荣

总经理与上述规定不符。 

经向发行人控股股东梁桂秋了解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瑞银尚荣的经营业务为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自设立以来未实际经营，发行人控股股东梁桂秋虽担任

总经理一职，但并未实际参与瑞银尚荣的经营管理。2018年 6月 11日，瑞银尚

荣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瑞银尚荣执行董事由梁桂秋变更为梁俊荣，法定代表人

由梁桂秋变更为梁俊荣，总经理由梁桂秋变更为梁俊荣。目前瑞银尚荣正在办理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总经理梁桂秋同时担任瑞银尚荣总经理与《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不符，但公司总经理梁桂秋并未实际参与瑞银尚荣

的经营管理，且瑞银尚荣于 2018 年 6月 11日召开股东会决议总经理变更为梁俊

荣，不会对本次可转债发行条件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重点问题之3、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上市公司正在履行的对

外担保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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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2018年5月31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的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序

号 

买方信贷额

度授信银行

及授信额度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对象（借

款人） 
贷款金额 贷款余额 

公司获批担

保额度 

公司实际担保金

额 

1 

工商银行—

0.4 亿元 
2014.10.24 

上饶市立医

院 
4,000 万元 1,485.71 万元 4,000 万元 1,485.71 万元 

华商银行—

0.3 亿元 
2014.10.24 

上饶市立医

院 
3,000 万元 1,114.28 万元 3,000 万元 1,114.28 万元 

2 
北京银行—

5 亿元 
2016.3.22 

资阳市中医

医院 
5,000 万元 2,966.67 万元 

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许昌市第二

人民医院 
7,000 万元 4,550 万元 

渭南市第二

医院 
10,000 万元 8,016.67 万元 

3 
平安银行—

5 亿元 
2017.2.14 

许昌市第二

人民医院 
15,000 万元 7,616.67 万元 

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铜川市中医

医院 
5,000 万元 3,333.33 万元 

齐齐哈尔医

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 

1,442 万元 414.19 万元 

渭南市第二

医院 
10,000 万元 9,333.33 万元 

4 
华兴银行—

2 亿元 
2017.9.15 —— —— —— 20,000 万元 —— 

5 

杭州银行—

1 亿元 
2017.10.16 —— —— —— 10,000 万元 —— 

宁波银行—

2 亿元 
2017.10.16 

商南县医院 5,000 万元 1,861 万元 

20,000 万元 11,177 万元 

新乡县人民

医院 
3,000 万元 1,370.81 万元 

肇东市人民

医院 
2,000 万元 1,124.50 万元 

安龙县人民

医院 
3,000 万元 2,466.23 万元 

独山县中医

院 
5,000 万元 4,354.45 万元 

6 
兴业银行—

3 亿元 
2017.12.23 

商南县医院 2,500 万元 193.24 万元 
20,000 万元 14,443.60 万元 

通江县人民 5,000 万元 1,132.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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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山阳县人民

医院 
3,500 万元 1,178.82 万元 

新乡县人民

医院 
3,000 万元 1,833.03 万元 

安龙县人民

医院 
4,900 万元 3,249.86 万元 

卫辉市人民

医院 
2,000 万元 1,855.84 万元 

渭南市第二

医院 
5,000 万元 5,000 万元 

7 
民生银行—

1 亿元 
2018.1.16 

山阳县人民

医院 
3,000 万元 3,000 万元 

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丹凤县中医

医院 
3,000 万元 3,000 万元 

澄城县医院 4,000 万元 4,000 万元 

8 
上海银行—

1 亿元 
2018.5.5 —— —— —— 10,000 万元 —— 

9 
工商银行—

3.2 亿元 
2018.5.15 

南丰县人民

医院 
—— —— 32,000 万元 —— 

小计 114,342 万元 
74,451.44 万

元 

149,000 万

元 
58,220.59 万元 

二、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序

号 

买方信贷额度授信银行及

授信额度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对象（借款人） 

公司获批担

保额度 

公司实际担保金

额 

1 交通银行—0.198 亿元 2017.9.16 吉美瑞医疗 1,980 万元 1,980 万元 

2 工商银行—0.7 亿元 2017.10.16 尚荣医用工程 7,000 万元 7,000 万元 

3 

汇丰银行—1.71 亿元 2018.5.5 普尔德控股 
17,115.71万

元 
17,115.71 万元 

平安银行—1 亿元 2018.5.5 尚荣医用工程 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平安银行—1 亿元 2018.5.5 广东尚荣 10,000 万元 10,000 万元 

中国银行—0.3 亿元 2018.5.5 尚荣医用工程 3,000 万元 3,000 万元 

小计 
49,095.71万

元 
49,095.71 万元 

合计 
198,095.71

万元 
107,316.30 万元 

2、公司对外担保审议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部规定中明确了对外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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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审议程序、审批权限及披露义务。公司上述对外担保的审议程序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①2014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

公司为上饶市立医院向工商银行、华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未达到股

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②2016年 2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买方信贷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

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16年 3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为买方信贷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③2017年 1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17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平安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④2017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华兴银行申请间接授信（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2017年 9月

15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华兴银

行申请间接授信（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⑤2017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杭州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

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2017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杭州银行申请买方信贷

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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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⑥2017年 12月 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2017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⑦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2018 年 1月 15日，

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

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⑧2018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上海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2018年 5月 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上海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⑨2018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为客户向工商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对

外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2018

年 5月 14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客户向工商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2）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①2017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②2017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最高额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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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2017 年 10

月 16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最高额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③2018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平安银行深圳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在该额度项下转授信给公司全资子公

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普尔德控股向汇丰银行申请的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2018年 5月 4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平安

银行深圳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在该额度项下转授信给公司全资子公司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普尔德控股向汇丰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3、公司对外担保合法合规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提供对外担保，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均发表了独立意见，符合《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二、一般问题 

（一）一般问题之1、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申请人尚未了结的诉讼

事项最新进展，如法院作出不利判决对申请人生产经营以及本次可转债发行条

件的影响。 

1、公司尚未了结诉讼事项最新进展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对公司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经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尚未了结的法律诉讼或仲裁事项最新

进展如下： 

（1）黑龙江美利信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诉公司、牡丹江市安装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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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6 月 1 日作出裁定：①撤销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15）阳民初字第 587 号民事判决；②本案发回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尚处于发回重审一审阶段。 

（2）蒲海东诉兴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三人）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案 

该案发回重审后，巴中市通江县人民法院于 2018年 4月 25日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蒲海东的诉讼请求。蒲海东已就该案提起上诉。 

（3）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安

装工程合同纠纷案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请求判

令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立即付清所欠款项共计人民币 4374156.8 元及

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依法提起管辖权异议；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之日，本案仍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2、如法院作出不利判决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本次可转债发行条件的影响 

对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经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尚未了结的诉

讼事项合计诉求金额为 12,020,933.62 元（包括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诉讼事项），

根据大华会计为发行人出具的大华审字[2018]005699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7,516.0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931.4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2,251,368,264.91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如法院作出不利判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也不会对本次可转债发行条件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一般问题之2、请申请人律师按照《关于发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

通知》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要求，明确发表总体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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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发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

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通知》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的要求，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关于

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公司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方

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也不存在因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问题

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本所律师对《募集说明书》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发行

人在其中引用《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本所

律师未发现《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

的法律风险。 

 

第二部分  补充披露事项 
 

现就发行人自《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之日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所发生的有关事实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对

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不再赘述。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公司的前十大股东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前 10 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1 梁桂秋 境内自然人 279,397,980 39.58% 

2 梁桂添 境内自然人 58,093,225 8.23% 

3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玄元六度元宝 7 号私募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22,197,558 3.14% 

4 梁桂忠 境内自然人 12,767,205 1.81% 

5 

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

清嘉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基金、理财产品等 9,322,974 1.32%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基金、理财产品等 7,775,48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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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宁 境内自然人 3,990,568 0.5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3,034,907 0.43% 

10 蒋杏英 境内自然人 2,930,000 0.42% 

 

华融证券－工行－华融分级

固利 8 号限额特定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2,219,756 0.31% 

 

二、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新取得的专利证书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

权人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限

至 

取得

方式 

1 发行人 
实用

新型 
ZL201510537819.6 

手术室新

风量及空气

质量管理系

统及其调节

方法 

2015.8.28 2025.8.27 原始 

注：发行人于 2018 年 3月 20 日取得该专利授权。 

 

三、发行人正在履行、将要履行的且可能对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资产、

负债和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的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且可能对其生

产、经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和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如下： 

（一）工程合同 

序号 承包方 发包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元） 签署日期 

1 广东尚荣 安龙县人民医院 

安龙县人民医

院室外附属工

程 

17,968,980.71 2018.1 

（二）设计合同 

序号 设计人 发包方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元） 签署日期 

1 中泰华翰 京山县人民医院 

京山县人民医

院温泉新区医

院工程设计 

6,990,000 2018.1 

2 中泰华翰 

金寨县红军医院

（金寨县人民医

院新区） 

金寨县红军医

院（金寨县人

民医院新区）

建设工程设计 

18,191,700.50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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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召开了 2 次股东大会、2

次董事会会议、2次监事会会议。经核查该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通

知、记录、决议等材料，本所认为，发行人该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

开程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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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字盖章页）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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