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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宇翔先生 

在特定条件下拟参与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华英证券”）作为深圳信

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立泰”、“公司”）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

对信立泰董事长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件下拟参与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暨关

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 

深圳信立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立泰器械”）系信立泰控股子

公司。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子公司管理层、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推

进医疗器械板块业务长期稳定发展，信立泰器械拟实施股权激励（下称“本次股

权激励”）。 

本次股权激励将由激励对象通过新设立的持股平台深圳信芯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持股平台”），向信立泰器械增资人民币 3,445.005817

万元，获得信立泰器械新发行的股份 188.0523 万股（对应新增注册资本 188.0523

万元）。 

增资完成后，信立泰器械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000 万元增至 8,188.0523 万

元。持股平台将持有信立泰器械 2.297%股份，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91.854%变更

为 89.744%。信立泰器械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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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公司董事、总经理颜杰先生及公司副总经理赵松萍女士拟通过认购持股平台

份额参与本次股权激励。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叶宇翔先生为持股平台的普通合伙人（非激励

对象），并在特定条件下承担股权激励回购或差额补足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叶宇翔先生、颜杰先生、

赵松萍女士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持股平台深圳信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董事长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件下拟参与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5 人同意，0 人反对，

0 人弃权（相关人士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叶宇翔先生、叶澄海先生、颜杰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重组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

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的，该事项应当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作为独立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并须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

过”，本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

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自然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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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杰：公司董事、总经理，信立泰器械董事。 

赵松萍：公司副总经理，信立泰器械董事。 

叶宇翔：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信立泰器械董事长、总经理。 

2、关联法人基本情况 

（1）基本资料 

企业名称 深圳信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万元） 10 

成立日期 2022 年 11 月 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HK1R48H 

执行事务合伙人 叶宇翔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彩田路 3069 号星河世纪 A 栋 713E13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叶宇翔 

（2）合伙人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叶宇翔 0.1 1% 普通合伙人 

彭枻嘉 9.9 99% 有限合伙人 

待信立泰器械本次股权激励相关议案生效后，各激励对象将按照约定份额向

持股平台增资入股。 

（3）本持股平台于 2022 年 11 月设立，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3、关联关系说明 

颜杰先生、赵松萍女士拟分别以人民币 300 万元出资，通过认购持股平台份

额参与本次股权激励，各认购信立泰器械新发行的 16.3761 万股。 

叶宇翔先生为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非激励对象），根据《合伙企业法》有

关要求，将按照信立泰器械最近一轮融资时新进入股东的认购价格 58.17 元/股，

出资 58.17 元认购持股平台份额并间接持有信立泰器械 1 股。同时，根据股权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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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方案，在特定条件下，将触发叶宇翔先生对其他股权激励对象的差额补足或回

购义务。 

持股平台深圳信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构成关联

交易。 

4、持股平台及各出资人的资金来源为参加对象合法薪金收入和通过法律、

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5、经查询，交易相关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信立泰器械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1、 基本资料 

企业名称 深圳信立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宇翔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8,000 

成立日期 2009 年 3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85362564M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大工业区规划五路 1 号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性企业投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许可经营项目：从事 II 类、III 类医疗器

械的生产、研发和加工服务。批发：全部 II 类医疗器械（仅包括常温贮存的体外诊断试

剂）；III 类：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7 介入器材。 

2、 本次股权激励前后，信立泰器械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股权激励前 本次股权激励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信立泰 7,348.3200 91.8540% 7,348.3200 89.744% 

2 

深圳信石信兴产业并购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5.7600 6.4470% 515.7600 6.299% 

3 陈奕龙 101.2800 1.2660% 101.2800 1.237% 

4 黄伟 27.0400 0.3380% 27.0400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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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股权激励前 本次股权激励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5 居学成 6.7200 0.0840% 6.7200 0.082%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石信杰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8800 0.011% 0.8800 0.011% 

7 
深圳信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188.0523 2.297% 

合计 8,000.0000 100.00% 8188.0523 100.000% 

注：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或本核查意见中有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

为四舍五入保留小数位数造成。 

3、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信立泰器械总资产为 669,452,776.57 元，负债总

额为 310,281,564.39 元，净资产为 359,171,212.18 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78,549,201.56 元，净利润为-215,702,092.62 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信立泰器械总资产为 924,280,969.69 元，负债总额

为 41,725,025.93 元，净资产为 882,555,943.76 元，营业收入为 73,753,489.28 元，

净利润为-282,250.69 元。 

（其中，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 其他说明 

（1）截至核查意见披露日，信立泰器械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

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2）经查询，标的权属清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4）信立泰器械不存在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二）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将由持股平台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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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特定条件下参与股权激励及担任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的主要情况 

（一）激励对象 

本次股权激励的对象为信立泰器械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骨干以及信立泰

器械股东大会或其授权机构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及其他人员。 

（二）激励实施方式 

本次股权激励将采用间接持股的方式进行，即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作为信立泰

器械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后，持股平台认购信立泰器械新增股份，激励对象通过

认缴员工持股平台相应财产份额从而间接持有信立泰器械股份的方式参与本次

股权激励。 

（三）激励份额的数量、来源 

本次股权激励的份额来源为信立泰器械新增股份，持股平台以人民币

3,445.005817 万元认购信立泰器械 188.0523 万股（对应信立泰器械 188.0523 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其中，信立泰器械授予激励对象的激励份额共 188.0522 万

股。 

（四）认购的价格 

认购价格基于激励对象参与激励的时间、股权激励实施主体的价值等因素综

合考虑确定。激励对象通过认缴员工持股平台相应财产份额从而间接持有信立泰

器械股份的方式参与本次股权激励，激励对象的认购价格为 18.32 元/股，不低于

信立泰器械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每股对应的净资产值。 

（五）服务期 

激励对象的服务年限为 3 年，服务年限自激励对象获得持股平台合伙份额

（以完成工商登记为准）并完成实缴义务之日（以孰晚者为准）之日起算。 

（六）在特定情形下，叶宇翔先生可能成为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激

励份额不高于合伙企业持有的信立泰器械股份数。具体如下： 

1、激励对象未缴足股权激励认购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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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励对象放弃认购或未在规定期限内缴足激励份额认购价款的情形下，信

立泰器械有权： 

①先行在其他激励对象中就未认购的激励份额进行调配； 

②如届时仍存在未认购的激励份额的，将未缴足认购资金部分对应的激励份

额授予给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即叶宇翔先生，视作对叶宇翔先生的股权激励。 

2、激励对象丧失持股资格 

在激励对象丧失持股资格的情形下，叶宇翔先生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有权回购

激励对象在持股平台持有的财产份额。 

3、激励对象行使回购请求权 

激励对象服务期满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且不存在子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规定的丧失持股资格情形的，若信立泰器械未实现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激

励对象有权要求叶宇翔先生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回购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持股平

台财产份额。 

（七）叶宇翔先生作为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行使对持股平台的管理职责，并

非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其将按照信立泰器械最近一轮融资新进入股东的认

购价格 58.17 元/股，出资 58.17 元认购持股平台份额，认购完成后间接持有信立

泰器械股份数 1 股。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激励对象的认购价格为 18.32 元/股，不低于信立

泰器械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每股对应的净资产值。如在特定条件下叶宇翔先生

根据股权激励方案成为激励对象，或回购激励对象持股平台财产份额的，将按激

励对象的实际出资额回购。 

叶宇翔先生作为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非激励对象），将按照信立泰器械最

近一轮融资新进入股东的认购价格 58.17 元/股，出资 58.17 元认购持股平台份额，

认购完成后间接持有信立泰器械股份数 1 股。 

本事项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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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权激励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股权激励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子公司信立泰器械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

调动信立泰器械管理层、核心人员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将股东、公司以及公司核

心人员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信立泰器械的长期稳健发展。 

叶宇翔先生作为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从而间接持有信立

泰器械股份，系为了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其以市场价格认购，交易遵循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公允合理。此外，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件下认购

其他股权激励参与对象的激励份额，有利于保证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

实施，具有真实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本次股权激励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产生影响。交易完成后，信立泰器械仍

为公司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本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失去对信立泰器械的控制

权，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本期

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和实际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在公司及子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当

期损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1、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能否获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存在被激励对象参与意愿不强、未及时缴纳出资款或

其他原因导致本次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进度缓慢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3、本次激励计划尚处于筹划状态，是否能完全付诸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4、本次股权激励以增资扩股方式实施，相关事项尚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等进行登记备案，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的审批意见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防范有关风险，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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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2022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与叶宇翔先生、颜杰先生、赵松萍

女士、深圳信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拟由公司董事长叶宇翔先生担任股权激励持

股平台的普通合伙人，行使对持股平台的管理职责，并在未来特定条件下履行回

购等义务，是为了更好保障信立泰器械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股权激励的认

购价格综合参考了子公司的实际情况，且不低于子公司每股对应的账面净资产

值，公允合理。该事项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在特定条件下（即当激励对象未足额缴纳认

购价款、丧失持股资格，以及符合股权激励方案规定的回购条件时），公司董事

长叶宇翔先生将承担股权激励计划的差额补足或回购义务，且其持有的激励份额

不得高于合伙企业持有的信立泰器械总股份数。本事项是为了健全控股子公司信

立泰器械的持股平台内部的股权流转、退出机制和管理机制而制定，以进一步保

障信立泰器械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此外，叶宇翔先生作为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非激励对象），将按照信立泰

器械最近一轮融资新进入股东的认购价格 58.17 元/股，出资 58.17 元认购持股平

台份额，认购完成后间接持有信立泰器械股份数 1 股，定价合理、公允。 

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该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

董事长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件下参与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事宜；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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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子公司的

长效激励机制，更好地推动器械板块长期稳健发展，提升子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

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和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叶宇翔先生作为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认购持股平台份额，从而间接持有信立

泰器械股份；其以市场价格认购，价格合理公允。此外，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件

下认购其他股权激励参与对象的激励份额，有利于保证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的顺利实施，具有真实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本事项的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

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监事会同意董事长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件下参与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有关事宜；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

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

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华英证券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

件下拟参与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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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叶宇翔先生在特定条件下拟参与控股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吴宜   史宗汉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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