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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1年 3月出具《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慈铭健康体检

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第 110632号《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要求，本所律师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并于 2011年 9月 28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根据发行人会计

师对发行人财务报表加审情况，本所律师于 2011年 9月 28日出具了《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根据 2011年 11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审核员口头反馈的问题，

本所律师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于 2011年 11月 24日出具了《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根据 2012年 1月 17日中国证监会审核员口头反馈的问题及发

行人会计师对发行人财务报表加审情况，本所律师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并于 2012年 2月 29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现本所律师就中国证监会审核员于 2012年 3月 7日及 3月 15日口头要求本

所核查并发表意见的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相关文件资

料进行了必要及适当的核查。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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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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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的补充。本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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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声明的事项、释义等有关内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

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2012年 3月 7日反馈意见答复

问题一、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披露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及新增股东的股

东与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

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利害关系，并发表意见。

截止目前，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外，其他法人股东中，北京鼎晖、鼎

晖一期、天津宝鼎、鼎晖元博、北京富坤、重庆富坤为有限合伙企业，深圳天

图、平安创新、深圳一德、东胜康业为有限公司。

根据上述股东出具的说明，北京鼎晖、深圳天图、鼎晖一期、平安创新、天

津宝鼎、鼎晖元博、北京富坤、重庆富坤、深圳一德及其合伙人或股东，与发行

人之间不存在特殊协议或利益安排，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等关联

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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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发行人员工中由其他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

情况是否合规，并发表意见。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由其他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

员工分别为 89 人和 87 人。据发行人说明：该部分员工出于个人意愿，自愿通过

其原工作单位或人才服务中心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针对该问题，发行人

拟与相关员工沟通，要求员工尽快通过发行人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承诺，如发行人因上述事宜受到行政处罚或引致仲裁、

诉讼，实际控制人将承担相应的罚款或公司遭受的其他损失。

发行人及各子公司、下属门诊部所属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均出具《证明》，证明发行人按规定正常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没

有因违反国家社保、住房公积金的相关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员工人数仅约占发行人员工总数的 2.7%，且实际控制

人已承诺承担发行人可能因此受到的损失，故上述情况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构成重

大影响。

问题三、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王再可、李宏伟是否为深圳市我佳医疗产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的对外投资、任职情

况及其与发行人有无利益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王再可持有深圳我佳 130.7万元出

资，持股比例为 8.2%，李宏伟持有深圳我佳 44.5219万元出资，持股比例为 2.8%。

王再可、李宏伟已向本所律师说明：深圳我佳目前并未实际经营业务。深圳我佳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深圳我佳通过了 2009年度工商年检，但没有 2010年度工商

年检的记录。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存在对外投资的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被投资单位
投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胡 波
健之康业 50 84.03%

慈铭生物 4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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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典 10 10.00%

2 韩小红

健之康业 9.5 15.97%

慈铭生物 7.5 15.00%

大连慈爱 400 40.00%

3 韩圣群 东胜康业 30 12.51%

4 王 霖 天津宝鼎 534 26.70%

5 李宏伟

深圳市今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80.00%
深圳市今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00 37.50%

深圳我佳 44.52 2.80%

6 乔治武 东胜康业 45 18.75%

7 刘 凯 东胜康业 10 4.17%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公司职务 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 胡 波 董事长

健之康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金华

慈铭董事；慈铭生物执行董事、关

爱保险董事长、上海晶典监事、大

连慈爱监事

健之康业系发行人控股股东；金

华慈铭系发行人子公司；慈铭生

物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关

爱保险系健之康业参股企业；上

海晶典、大连慈爱系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的参股公司

2 韩小红 董事、总经理

上海慈铭、大连慈铭、南京慈铭、

天津慈铭、成都慈铭、山东慈铭、

广州慈铭董事长、健之康业监事、

大连慈爱董事长、慈铭生物监事

上海慈铭、大连慈铭、南京慈铭、

天津慈铭、成都慈铭、山东慈铭、

广州慈铭发行人子公司；健之康

业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大连慈爱

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参股公

司；慈铭生物系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

3 韩圣群 董事、副总经理
慈云寺门诊部、上地门诊部、联想

桥门诊部监事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4 王 霖 董事

北京鼎晖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皇明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阳光保险集团公司

董事、博生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华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鼎晖系发行人 5%以上股东

5 李宏伟 董事
深圳市今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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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 岑 董事

深圳天图合伙人、伊美尔连锁集团

董事、北京百年栗园有机农业有限

公司董事、湖北武汉周黑鸭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易盟网络信息有限公

司董事

发行人 5%以上股东

7 于中一 独立董事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顾问、博士

生导师、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无

8 张宏久 独立董事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国

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业务委员会副主

任、全国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理事

无

9 杨 镜 独立董事

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医师报》总编辑、《中国医师》

总编辑、《实用外科杂志》顾问、《中

国卫生产业杂志》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卫生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委

员会委员、卫生部住院医师培训专

家组副组长

无

10 乔治武 董事会秘书 东胜康业执行董事、总经理 发行人股东

11 李世海 监事会主席
慈云寺门诊部、上地门诊部、联想

桥门诊部执行董事、总经理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发行人

不存在未披露的特殊利益关系。

第二部分 2012年 3月 15日反馈意见答复

问题四、请保荐机构和律师补充说明为什么不直接收购大国上医，佰众三

家公司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发行人收购北京佰众 3 家体检中心前，北京佰众 3 家体检中心均为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系大国上医的全资子公司。鉴于大国上医系该 3 家体

检中心的管理公司，本身并不从事体检业务，为减少管理层级，发行人在收购

北京佰众 3 家体检中心时，采用收购大国上医持有的佰众三家公司全部股权的

方式。收购完成后，北京佰众 3家体检中心成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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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收购佰众三家公司前，王占山为佰众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家

公司中，佰众门诊部的股东为王占山、于红、于静，上地门诊部的股东为于红、

于静，慈云门诊部的股东为于红、王晓燕、汪春莲。前述三家公司的主要股东

中，于静为王占山配偶，于红为于静姐姐。

问题五、2004年 9月，北京慈济完成收购亚运村、积水潭、世纪城公司后，

胡波仍持有上述 3家公司的 1%股权，请保荐机构补和律师充说明胡波 1%的股

权的后续安排。

根据北京慈济收购亚运村公司、积水潭公司及世纪城公司三家公司时所施行

的《公司法》的规定，只有国有独资公司可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考虑到该规定，

北京慈济收购慈济亚运村公司、慈济积水潭公司、慈济世纪城公司 3家公司后，

仍由胡波分别持有上述三家公司 1%的股权。北京慈济收购上述三家公司后，设

立了亚运村门诊部、积水潭门诊部及世纪城门诊部 3家分支机构，将 3家公司的

资产、债务转给了亚运村门诊部、积水潭门诊部及世纪城门诊部 3家分支机构，

由三家分支机构继续开展体检业务，慈济亚运村公司、慈济积水潭公司、慈济世

纪城公司不再开展健康体检业务，并经清算后于 2005 年 12 月完成注销。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胡波已出具声明：放弃其原持有的上述三家公司 1%股权

所对应的全部权益，该等权益归发行人所有。

第三部分 行政处罚及医疗纠纷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下属体检机构新增医疗纠纷诉讼如

下：

一、米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2012年 2月 16日，米某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起诉发行人及知春路门诊部，

诉称：其 2010年 11月在发行人知春路门诊部体检，知春路门诊部于 2010年 11

月向其出具的体检报告诊断其为双侧乳腺增生病。2011年 3月，米某在北京协

和医院检查并接受手术，2011年出院时诊断为（左）乳腺侵润癌。米某认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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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贻误治疗时间，要求发行人及知春路门诊部赔偿损失 50,000元。

2012年 3月 1日，法院根据本案诉讼双方当事人请求，决定诉讼材料移送

至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本案目前正在调解当中。

二、 王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2012年 3月 5日，发行人联想桥门诊部体检客户王某之女作为原告于向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发行人联想桥门诊部，原告在民事起诉状钟诉称：王某

于 2010年 5月在发行人联想桥门诊部体检，联想桥门诊部于 2010年 6月向其出

具的体检报告记载：“胸部正位 DR未见异常”。2011年 1月，王某先后到北京市

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北京肿瘤医院就诊，最终确诊为左肺癌，双肺转移，脑

转移。王某于 2011年 3月死亡。王某之女认为其被延误治疗时机，要求发行人

联想桥门诊部赔偿各种损失合计 947,767.62元。

2012年 3月，法院根据发行人联想桥门诊部的请求，决定将诉讼材料移送

至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本案目前正在调解当中。

三、 冯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2012 年 3 月 15日，冯某作为原告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发行人联想

桥门诊部，诉称：冯某于 2010年 12月在发行人联想桥门诊部体检，联想桥门诊

部于 2010年 12月向其出具的体检报告记载：“胸部正位片未见异常”。2011

年 10月，冯某经北京积水潭医院确诊为右肺癌 IV期，伴全身转移。冯某认为其

被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要求联想桥门诊部赔偿各种损失合计 480,000元。

2012年 3月，法院根据发行人联想桥门诊部将诉讼材料移送至北京市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本案目前正在调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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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字页）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李 大 进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康 健

___________________

李 绍 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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