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作为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帆生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健帆生物根据2019年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2020年业务发展需要，

预计 2020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485 万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董凡、唐先敏、张广海、李得

志、李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该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万元） 

上 年 发

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珠海市美瑞华医

用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合同约定  1,327.43  225.51  632.82  

苏州护航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合同约定 884.96  0  109.5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岳阳和盛医院有

限公司 

商品销售 合同约定 88.50 2.02    1.35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珠海市美瑞华医

用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 合同约定     89.62 0 - 

珠海市美瑞华医

用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 合同约定 94.34 -   34.12 

合计 2,484.85 227.53 777.79 

注：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

额 

（万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珠海市美瑞华医

用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632.82  1274.53 85% 50.35% 
2019年3月

26 日披露

于 巨 潮 资

讯网，公告

编 号 ：

苏州护航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109.50  718.89 15% 84.77%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珠海市美瑞华医

用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   34.12 75.47 100% 54.79% 

2019-03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珠海市美瑞华医

用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 0.90 3.10 100% 70.9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预计的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度是根据双方可

能发生业务上限金额的预计，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

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销售订单和采购

订单低于预期、及委托的技术研发比计划减少，导致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进行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是根据双方可

能发生交易的上限进行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

在差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公正原则，实

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注：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为：在某类关联交易类别中，公司与该关联方的发生额

除以公司该类关联交易的总发生额。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珠海市美瑞华医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瑞华”） 

1、法定代表人：杨平 

2、注册资本：1800 万 

3、企业住址：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西二路 5 号厂房第三层 

4、主营业务：医疗器械的研发；二类：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54 手术

室、急救室、诊疗室的设备及器具的生产；计算机网络工程（不含上网服务）；

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周边设备的批发。 



5、财务数据：2019年度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263.65万元，净资产为1,162.09

万元，营业收入为 559.72 万元，净利润为-407.91 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凡先生控制的企业珠海阳光

瑞华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晴朗阳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计

持有美瑞华 71.42%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美瑞华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美瑞华的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二） 苏州护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护航”） 

1、法定代表人：李峰 

2、注册资本：200 万人民币 

3、企业住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 幢 20

层 2005、2006、2007 室 

4、主营业务：医疗科技、信息科技、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二类、三类

医疗器械、消毒液、卫生用品、洗涤用品、并提供相关产品的售后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财务数据：2019 年度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82.78 万元，净资产为 21.88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3.99 万元，净利润为-666.55 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凡先生控制的企业珠海晴朗

阳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苏州护航 51%的股份，公司董事李峰先

生担任苏州护航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苏州护航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苏州护航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三） 岳阳和盛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和盛”） 



1、法定代表人：李峰 

2、注册资本：1566.76 万人民币 

3、企业地址：岳阳市岳阳楼区春华路春蕾小区 1 号 

4、主营业务：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妇科,皮肤病专科,内科,外科,中医

科,儿科,医药、医疗用品及器材的销售。 

5、财务数据：2019 年度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21.30 万元，净资产为 558.67

万元，营业收入为 593.51 万元，净利润为-555.10 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凡先生控制的企业珠海晴朗

阳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岳阳和盛 99.95%的股份，公司董事李

峰先生担任岳阳和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岳阳和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岳阳和盛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8、其他说明：岳阳和盛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成为公司关联法人，2019 年

发生的交易尚未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美瑞华

生产的注射泵、输液泵等产品及苏州护航的血透软件等产品将丰富公司产品线，

协助公司完善血液净化领域全产业链。公司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客观

公平、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与关联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署具体的

书面协议，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参照协议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及的

需要，在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原则上进行，参考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

易价格并签订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同



类业务中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相关审核及程序审批 

（一）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董凡、唐先敏、张广海、李得

志、李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如下：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

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前述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事项。 

（三）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客观公平、平等

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郭卫明                             阳静       

 

                   

 

 

 

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