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和药业”或“发行人”)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 指派陈臻律师、夏慧君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作为同和药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已出具了《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关于江西同和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
《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以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合称为“已出具法律意见”), 现根据发行人的要求, 特就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再次履行了审慎核查的义务, 并对反馈意见的落实
情况提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做的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
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一.

关于 2005 年 6 月发行人第一次增资, 请说明相关拆借资金的形成过程、时间及用途,
是否存在借款协议及偿还确认文件, 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及潜在纠纷。请保荐机构和发
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了仇怡梦的个人履历、江西省奉新县公证处就仇怡梦受托汇款事宜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出具的(2011)奉证字第 248 号《公证书》, 对庞正伟、赵鸿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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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仇怡梦进行了访谈, 由于庞正伟、赵鸿良、梁忠诚未就借款签署书面协议, 本
所律师取得了庞正伟、赵鸿良、梁忠诚、仇怡梦共同出具的《关于 2003 年-2004 年
期间借款及还款的确认》
。经核查, 2005 年 6 月发行人第一次增资涉及相关资金拆借
情况如下:
梁忠诚和庞正伟、赵鸿良系多年的朋友, 梁忠诚和仇怡梦系夫妻关系。2003 年至 2004
年期间, 因公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 梁忠诚向庞正伟、赵鸿良个人拆借资金, 拆借资
金金额合计人民币 400 万元; 2004 年年底, 庞正伟、赵鸿良开始筹划对发行人增资、
引入丰隆实业有限公司投资事宜, 考虑到庞正伟、赵鸿良对梁忠诚、仇怡梦夫妇有 400
万元债权, 仇怡梦于 2004 年 11 月将 400 万元款项作为庞正伟、赵鸿良对同和药业的
增资款汇入同和药业账户, 作为偿还庞正伟、赵鸿良前述借款的措施。
庞正伟、赵鸿良确认, 梁忠诚、仇怡梦夫妇已偿还 2003 年至 2004 年期间梁忠诚向其
举借的 400 万元借款, 对梁忠诚、仇怡梦与其之间的债务偿还不存在任何异议; 庞正
伟、赵鸿良不存在为梁忠诚、仇怡梦代持同和药业股份的情形; 庞正伟、赵鸿良与梁
忠诚、仇怡梦之间就同和药业的股份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梁忠诚、仇怡梦确认, 仇怡梦于 2004 年 11 月将 400 万元款项汇入同和药业账户是为
偿还 2003 年至 2004 年期间梁忠诚向庞正伟、赵鸿良举借的 400 万元借款; 梁忠诚、
仇怡梦不存在通过庞正伟、赵鸿良代持同和药业股份的情况; 梁忠诚、仇怡梦对同和
药业的股份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基于上述核查, 仇怡梦系梁忠诚的妻子, 梁忠诚和庞正伟、赵鸿良系多年的朋友, 仇怡
梦于 2004 年 11 月将 400 万元增资款汇入发行人账户实际上是偿还其丈夫梁忠诚于
2003 年至 2004 年期间因公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向庞正伟、赵鸿良个人拆借的资金;
相关各方已共同出具《关于 2003 年-2004 年期间借款及还款的确认》对该笔拆借资
金的形成过程、时间及用途予以确认; 庞正伟、赵鸿良、梁忠诚、仇怡梦之间不存在
代为持有或委托持有同和药业股份的情形; 各方之间就同和药业的股份不存在纠纷或
潜在纠纷。
二.

2015 年 2 月庞正伟、梁忠诚及丰隆实业签订一致行动协议。请发行人说明此前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 上述一致行动协议是否存在期限, 发行人股
权结构及控制权是否稳定。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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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5 年 2 月前发行人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以及认定依据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的工商登记材料、各项议事规则及制度、历次董事会会
议资料, 并对相关股东进行了访谈。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 2005 年 6 月丰隆实业
入股同和有限后, 在报告期内, 庞正伟、梁忠诚持续直接或间接持有同和药业
的股权, 共同对同和药业进行经营、管理, 在作出对发行人的决策时均事先进
行协商并保持了一致意见, 二人在报告期内共同为同和药业的实际控制人。相
关认定依据如下:
1.

自 2005 年 6 月丰隆实业入股同和有限后至 2015 年 2 月庞正伟、梁忠诚
及丰隆实业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前, 庞正伟、梁忠诚持有发行人股权的情况如
下: (1)自 2005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金辉投资对同和有限增资之前, 庞正
伟持续持有同和有限 42%的股权, 梁忠诚持续控制同和有限 40%的股权;
(2)自 2013 年 5 月金辉投资入股同和有限至 2013 年 11 月驰骋投资对同和
有限增资之前, 庞正伟持续持有同和有限 31%的股权, 梁忠诚持续控制同
和有限 31%的股权; (3)自 2013 年 11 月驰骋投资入股同和有限至 2015 年 4
月中比基金、郝味投资、陈敏对同和有限增资之前, 庞正伟持续控制发行人
34.9%的股权, 梁忠诚持续控制发行人 29.25%的股权。
综上, 2005 年 6 月丰隆实业入股同和有限后至 2015 年 2 月庞正伟、梁忠
诚及丰隆实业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前, 庞正伟、梁忠诚合计控制发行人股权
的比例始终超过 50%。

2.

自 2005 年 6 月丰隆实业入股同和有限后至 2015 年 2 月庞正伟、梁忠诚
及丰隆实业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前, 庞正伟一直担任发行人的董事、总经理,
并任董事长; 梁忠诚一直担任发行人的副董事长, 并自 2011 年 2 月起任发
行人的副总经理, 二者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
同时,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庞正伟、梁忠诚的确认, 自 2005 年 6 月丰隆
实业入股同和有限至 2015 年 2 月庞正伟、梁忠诚及丰隆实业签订一致行动
协议前, 庞正伟、梁忠诚在有关同和药业的重要事项上均保持沟通, 在发行
人董事会会议表决时均保持了一致意见, 庞正伟和梁忠诚实质上存在一致

1430005/CX/cj/ewcm/D12

3-3-3-4-3

行动关系。
3.

庞正伟、梁忠诚及丰隆实业已于 2015 年 2 月 3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中确认, 自 2005 年 6 月起截至该协议签署之日, 庞正伟、梁忠诚在发行人
决策性事务上一直保持积极合作, 在作出对发行人的决策时均事先进行协
商并保持了一致意见, 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巩固了其对发行人的控制地位。

(二)

《一致行动协议》是否存在期限, 发行人股权结构及控制权是否稳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庞正伟、梁忠诚及丰隆实业于 2015 年 2 月 3 日签署的
《一致行动协议》(梁忠诚及丰隆实业于该协议项下作为一方), 该协议自双方
签署之日起生效, 在双方均直接或间接持有同和药业股权期间内有效。同时,
庞正伟、梁忠诚及丰隆实业已出具《承诺函》, 承诺在同和药业股票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之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同
和药业股份, 也不由同和药业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同和药业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同时, 庞正伟、梁忠诚及丰隆实业于上述《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 自该协议
签署之日起, 双方将继续在公司决策性事务上开展积极合作, 确保双方按照本
协议的约定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相关权利; 在同和药业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后, 双方还应严格遵守和履行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所规定的、关于一致行动
人的义务和责任; 双方将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处理涉及公司相关的各重要事
项。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在上述《一致行动协议》及承诺得以履行的前提下, 发行
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权稳定。

三.

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业绩对赌协议, 如有, 请说明
具体内容及执行情况、目前是否已彻底解除、是否仍然存在影响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
性的约定。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了: (1)庞正伟、赵鸿良、丰隆实业、金辉投资与同和药业签署的《增资
协议》; (2)庞正伟、赵鸿良、丰隆实业、金辉投资、驰骋投资签署的《增资协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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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正伟、同和药业、中比基金、郝味投资、陈敏签署的《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 前述增资协议对增资方式、增资价格、价款支付方式、各方陈述保证、
增资完成日前损益承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协议生效和其它进行了约定, 前述增
资协议中不存在业绩对赌条款或其他特殊安排条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已出具《关于不存在业绩对赌的确认函》, 确认发行人与其
股东之间不存在影响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性的任何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发行人业
绩对赌的安排; 发行人的股东庞正伟、丰隆实业、金辉投资、赵鸿良、中比基金、驰
骋投资、陈敏、郝味投资已出具《关于不存在业绩对赌的确认函》, 确认其与发行人、
发行人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影响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性的任何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
有关发行人业绩对赌的安排。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与股东之间、发行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影响发行人股权结
构稳定性的任何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发行人业绩对赌的安排。
四.

关于发行人与宁波九胜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共有的一种高纯度加巴喷丁的制备方
法发明专利, 请发行人说明宁波九胜报告期是否存在使用或取得收益的情形。请保荐
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 宁波九胜主要从事医药工艺技术研发及医药中间体研发, 不直接从
事原料药的规模化生产。根据同和有限与宁波九胜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九胜”)签署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加巴喷丁合成工艺优化的技术开发)》及
《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加巴喷丁合成工艺优化的技术开发)之补充协议》, 发行人与宁
波九胜合作对加巴喷丁合成工艺进行优化, 双方共同申请专利, 专利权由双方共同享
有, 一方运用该等专利权产生的收益由该方自行享有。
经本所律师核查, 宁波九胜已于 2017 年 1 月出具《确认函》, 确认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该《确认函》出具之日, 宁波九胜未基于上述专利进行生产、授权, 不存在使用
上述专利, 或基于上述专利取得收益的情形; 并且宁波九胜目前没有使用上述专利,
或基于上述专利取得收益的计划。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宁波九胜报告期不存在使用专利“一种高纯度加巴喷
丁的制备方法” (专利号: ZL200810041860.4)或基于前述专利取得收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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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请发行人说明 2015 年 6 月增资的具体方式、转增比例、涉及的会计科目及会计处理，
是否应缴纳相关个人所得税，如是，请说明是否已缴纳及金额或者是否已取得相关税
务主管部门的延期缴纳备案文件。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一)

发行人 2015 年 6 月增资的具体方式、转增比例、涉及的会计科目及会计处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5 年 6 月, 同和药业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同比例转增
2,300 万股, 转增后同和药业的股份总额增加至 6,000 万股。本次增资过程中,
涉及的会计科目及会计处理如下:
借: 资本公积—— 23,000,000 元
贷: 实收资本—— 庞正伟 5,781,081 元
丰隆实业 5,781,081 元
金辉投资 4,848,649 元
赵鸿良 2,237,838 元
中比基金 2,129,676 元
驰骋投资 1,118,919 元
陈敏 932,432 元
郝味投资 170,324 元
合计 23,000,000 元

(二)

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 6 月增资时适用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
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 对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奉新县地方税务
局于 2017 年 1 月 7 日出具了《奉新县地方税务局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改及拟上市涉税问题的确认函》(奉地税函(2017)1 号), 确认发行人 2015
年 6 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环节暂不涉及个人所得税。
同时, 我们注意到, 同和有限 2015 年 1 月进行股份制改制的过程中, 同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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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截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的盈余公积 8,296,747.59 元、未分配利润
61,703,788.45 元转入资本公积, 奉新县地方税务局已于 2017 年 1 月 7 日出具
《奉新县地方税务局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及拟上市涉税问题
的 确 认 函 》 ( 奉 地 税 函 (2017)1 号 ), 同 意 对 此 过 程 中 涉 及 的 个 人 所 得 税
9,905,736.24 元制定分期缴税计划, 在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
前述由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形成的资本公积金额大于 2015 年 6 月发行人转
增为注册资本的资本公积的金额。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同和药业于 2015 年 6 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同比例转增
2,300 万股, 根据奉地税函(2017)1 号《奉新县地方税务局关于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改及拟上市涉税问题的确认函》, 在此过程中暂不涉及个人所得税。
六.

关于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与市价之间的差异,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采购劣质
原材料、生产伪劣产品的情形、是否存在相关产品质量责任纠纷。请保荐机构和发行
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

报告期发行人主要原材料平均采购成本及与市场价格之间的比较如下:
单位: 元/公斤
采购品名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环合物 1

115.38

115.38

115.11

123.13

市场价格

119.56

119.56

119.56

126.58

氨基乙酯

77.78

77.26

76.09

75.11

市场价格

79.06

81.19

78.63

76.20

对氯苯甲酰氯

36.16

34.19

35.04

36.34

市场价格

41.88

35.89

35.04

35.89

CDMA

50.00

50.69

51.92

55.73

市场价格

50.42

51.28

52.20

56.00

固体乙醇钠

17.94

18.10

18.38

18.38

市场价格

18.37

19.23

20.51

20.85

注: 主要原材料系特定用途的化工产品, 生产厂家较少, 用户较少, 无市场公开报价, 取得
了供应商销售均价的说明, 上表市场价格来源于供应商销售均价。

单位: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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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名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碳酸钾

6.11

6.23

6.99

7.84

市场查询价格

6.41

6.83

6.83

-

乙酸乙酯

4.54

4.86

5.72

5.52

市场查询价格

5.08

4.82

5.55

-

次氯酸钠

0.56

0.54

0.50

0.58

市场查询价格

0.513

0.513

0.513

-

氢氧化钠

2.44

2.36

2.33

2.75

市场查询价格

2.48

2.47

2.99

-

盐酸(包含运费)

0.50

0.50

0.53

0.57

0.38

0.38

0.43

-

2016 年化工七

2015 年化工七日

2014 年化工七日

日讯第 6 期

讯第 15 期

讯第 9 期

市场查询价格
(不含运费)
市场价格来源

-

注: 通用化工原料通过《中国化工市场七日讯》取得的公开报价。

综上, 发行人报告期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基本稳定; 因原材料采购质量条件、
付款条件、采购量等因素均不同, 发行人报告期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
格不完全相同, 经与上述市场价对比分析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

发行人报告期是否存在采购劣质原材料、生产伪劣产品的情形、是否存在相关
产品质量责任纠纷
1.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采购合同、报告期内部分重要供应
商的声明, 并对发行人业务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按照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建立了一套质量
管理体系, 发行人制订并严格执行《供应商管理规程》, 发行人采购部、质
量部(QA 部门及 QC 部门)、研发部/生产技术部合作保障采购原材料的采
购质量标准: 其中, 采购部负责选择供应商、索取技术资料、采购样品并请
验、组织供应商的最终评审、与供应商的联系沟通、物料供应商的变更申
请、供应商的复评等; QA 部门负责制定新物料质量标准、制定供应商的审
计计划、样品试用评价、组织进行供应商的现场审计、制定并维护合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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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目录、审核质量协议、供应商档案管理; QC 部门负责检测样品、制定
新物料分析方法、参与供应商的审计与评估; 研发部/生产技术部负责确定
新物料使用标准、样品的试用(包括小试和试生产)及效果评价、参与供应
商的审计与评估。同时, 发行人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审计, 对关键物料供应商
每隔三年进行一次现场审计, 对一般物料供应商每隔三年进行一次调查表
审计, 以确保供应商所供应原材料的长期质量稳定。
2.

经本所律师于公开渠道的查询及发行人的说明,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客户
不存在因产品质量纠纷所致的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不存在任何未了结对其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产品
质量方面的诉讼或仲裁。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当地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走访, 并取得了相关质量
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如下证明:
(1)

奉新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出具《证明》, 确认同和
药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生产的产品符合有关技术指标及质量标
准, 且截至该证明出具之日, 未受过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
罚;

(2)

奉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2016 年 8 月
21 日分别出具《证明》, 确认同和药业自 2015 年 7 月 1 日以来经营
状况良好, 研发、生产、广告发布、经营等活动符合药品研发、生产、
广告发布、经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且生产经营的产品符合有关
技术指标及质量标准, 截至该证明出具之日, 同和药业无因违法进行
药品研发、生产、广告发布、经营以及生产经营的产品不符合有关技
术指标及质量标准而受到奉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的
记录。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报告期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存在实质性差
异; 发行人报告期不存在采购劣质原材料、生产伪劣产品的情形, 不存在相关产品质
量责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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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理解做出, 仅供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报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并无任何副本。

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臻

律师

夏慧君

律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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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