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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特制订以下会议须知，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会议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股东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股东大会纪律，不得侵

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以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的合法权益，

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至少提前 30 分钟到达会场签到

确认参会资格。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应当终止。 

三、股东不得无故中断会议议程要求发言。在议案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

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须经会议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非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会议期间未经会议主持人许可，无权发言。 

四、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5

分钟。股东的发言、质询内容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涉及公司未公开重大信

息，股东大会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制止其发言或拒绝回答。 

五、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的合法权益，

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

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六、为保证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状态。未经会议

主持人同意，谢绝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 

七、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等有关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八、特别提醒：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建议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网络投

票方式参会。参会当日现场参会人员须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做好个人防护，并

配合登记及体温检测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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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投票方式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  14 点 30 分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487 号 20 号楼 22 层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议程 

（一）参会人员签到，股东进行登记 

（二）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

数、代表股份数，介绍现场会议出席及列席人员 

（三）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推举计票、监票人 

（五）宣读各项议案 

（六）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及提问 

（七）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八）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九）复会，主持人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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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署会议相关文件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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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一 《关于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向参股公司增资构成与关联

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普特”）系湖

南瑞康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康通”）的股东，持有瑞康通 30.9091%

的股权。 

公司近期获悉，瑞康通股东南通惠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南通惠康”）拟合计将其持有的 11.2848%瑞康通股权转让给成正辉、戴振华、徐

轶青，合计转让金额为 16,927,272 元；瑞康通股东曾天拟合计将其持有的 7.000%

瑞康通股权转让给成灵、上海惠技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惠技”），合计转让金额为 11,900,000 元；瑞康通股东姜泽华拟合计将其持有的

5.2500%瑞康通股权转让给杭州启明融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杭州启明”）、苏州启明融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

州启明”）、上海惠技，合计转让金额为 8,925,000 元；瑞康通股东姜兰拟将其持

有的 1.0700%瑞康通股权转让给上海惠技，转让金额为 1,819,000 元；瑞康通股

东李昀展拟将其持有的 1.7500%瑞康通股权转让给上海惠技，转让金额为

2,975,000 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同时，瑞康通拟新增注册资本 128.8962

万元，由埃普特、成灵认购（以下简称“本次增资”，与本次股权转让合称为“本次

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放弃对参股公司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价格（元） 

南通惠康 

成正辉 5.6424% 8,463,636 

戴振华 2.8212% 4,231,818 

徐轶青 2.8212% 4,231,818 

曾天 

曾筝 11.2545% 0 

成灵 4.0000% 6,800,000 

上海惠技 3.0000% 5,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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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泽华 

杭州启明 3.3688% 5,726,879 

苏州启明 1.7012% 2,892,121 

上海惠技 0.1800% 306,000 

姜兰 
上海惠技 1.0700% 1,819,000 

尹周 0.8000% 1,360,000 

李昀展 上海惠技 1.7500% 2,975,000 

注：1、上表中瑞康通现有股东姜兰将其持有的 0.8000%股权转让给瑞康通现有股东尹周，

根据《公司法》《湖南瑞康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埃普特

拟对该股权转让无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2、上表中瑞康通现有股东曾天将其持有的

11.2545%股权转让给其母亲曾筝，公司全资子公司埃普特拟放弃对该等股权转让的优先购

买权，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南通惠康、受让方成正辉、成灵、戴振华、徐轶青、

杭州启明、苏州启明与上海惠技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因此，公司全资子公司埃普

特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中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增资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及部分放弃优

先认购权 

成灵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埃普特本次与成灵共同对瑞康通进行增资，构

成公司向参股公司增资、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及部分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南通惠康、受让方成正辉、成灵、戴振华、徐轶青、杭州

启明、苏州启明与上海惠技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增资的共同增资方成灵、增

资对象瑞康通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全资子公司埃普特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对参股公司进行增

资及部分放弃优先认购权构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具体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瑞康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8 月 9 日 

注册资本 1,095.6176 万元 

实收资本 1,095.61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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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湘乡大道 009 号 3 号楼 

主要生产经营地 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湘乡大道 009 号 3 号楼 

经营范围 

凭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从事Ⅲ类：03-1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

-心血管介入器械；凭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从事医疗器械销售；

电子设备、医疗器械制造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公共软件服务；凭有效

的备案文书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进出口

业务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埃普特 338.6454 30.9091 378.4859 30.9091 

2 曾天 200.0000 18.2545 — — 

3 南通惠瑞 170.5000 15.5620 170.5000 13.9239 

4 姜泽华 150.0000 13.6909 92.4801 7.5524 

5 南通惠康 123.6388 11.2848 — — 

6 姜兰 53.6667 4.8983 33.1786 2.7095 

7 李昀展 50.0000 4.5636 30.8267 2.5175 

8 尹周 9.1667 0.8367 17.9316 1.4644 

9 成正辉 — — 61.8194 5.0485 

10 成灵 — — 132.8804 10.8517 

11 戴振华   30.9097 2.5242 

12 徐轶青   30.9097 2.5242 

13 曾筝 — — 123.3068 10.0699 

14 杭州启明 — — 36.9086 3.0141 

15 苏州启明 — — 18.6392 1.5222 

16 上海惠技 — — 65.7371 5.3684 

合计 1,095.6176 100 1,224.5138 100 

注：以上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计算，小数点后保留四位，上述比例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

之和如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形成；实际股东权益以出资额为准。 

3、埃普特及瑞康通其他股东均已放弃对前述股权转让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

买权、放弃按其实缴出资比例对前述增资享有的优先认购权。 

4、瑞康通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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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5、瑞康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20,790,176.28 41,375,605.20  

负债总额 12,326,645.02 21,104,412.72  

资产净额 8,463,531.26 20,271,192.48  

营业收入 35,048,584.85 66,412,253.71  

净利润 5,445,413.82 11,807,661.22  

利润总额 1,525,382.24 11,807,661.22  

审计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未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一）成正辉、戴振华、徐轶青受让瑞康通股权 

成正辉、戴振华、徐轶青为南通惠康的合伙人，南通惠康本次将其持有的瑞

康通股权分别转让给成正辉、戴振华和徐轶青属于上述股东对瑞康通持股方式的

变更，即由通过南通惠康间接持股调整为直接持股，调整前后其原间接持股比例

不变。故本次股权转让仍按照南通惠康增资瑞康通后的投后估值 1.5 亿元作为定

价依据，即南通惠康以合计 1,692.7272 万元的价格向成正辉、戴振华和徐轶青转

让其持有的瑞康通 11.2848%的股权。 

（二）苏州启明、杭州启明、上海惠技和成灵受让瑞康通股权以及埃普特、

成灵对瑞康通进行增资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基准日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湖南

瑞康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2]第 060058 号），经收益法评估，瑞康通公司在评估

基准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7,500 万元，增值额

15,472.88 万元，增值率 763.29%。 

基于上述评估报告情况，结合瑞康通的业务进展及发展规划，经各方股东协

商一致，确定本次交易中瑞康通投前估值为 17,000 万元。即苏州启明、杭州启

明、上海惠技和成灵分别以人民币 2,892,121 元、5,726,879 元、10,200,000 元和

6,800,000 元的价格受让瑞康通 1.7012%、3.3688%、6.0000%和 4.00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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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普特、成灵共计以人民币 2,000 万元向瑞康通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成灵持股

比例为 10.8517%，埃普特的持股比例仍为 30.9091%。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为依据，结合瑞康通实际经营情况，由双方协商确

定。本次交易经过了严格的内部评审，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埃普特持有瑞康通的股权比例不变，

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与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放弃优先

购买权、向参股公司增资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现提交股

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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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现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根据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及执行情况，预计公司 2023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585.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其中与关联方湖南瑞康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瑞康通”）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6,265.00 万元，与关联方上海恺蕴经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恺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320.00 万元。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度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2 年度 1-

11 月发生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3 年度预计

金额与 2022 年

度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上海恺蕴 3,200,000.00 0.39 2,244,898.42 0.27 
关联方采购需

求增加 

湖南瑞康

通 

53,000,000.0

0 
6.44 

31,286,351.2

4 
3.80 

关联方采购需

求增加 

小计 
56,200,000.0

0 
不适用 

33,531,249.6

6 
不适用  

向关联人

销售原材

料 

湖南瑞康

通 
2,000,000.00 34.35 942,940.03 16.19 

关联方采购需

求增加 

小计 2,000,000.00 34.35 942,940.03 16.19  

向关联人

提供研发

服务 

湖南瑞康

通 
6,500,000.00 111.63 2,454,094.33 42.15 

关联方业务需

求增加 

小计 6,500,000.00 111.63 2,454,094.33 42.15  

向关联人

提供加工

服务 

湖南瑞康

通 
700,000.00 12.02 319,004.44 5.48 

关联方业务需

求增加 

小计 700,000.00 12.02 319,004.44 5.48  

向关联人

出租房产 

湖南瑞康

通 
450,000.00 7.73 361,497.24 6.21 

关联方生产经

营需求增加 

小计 450,000.00 7.73 361,497.24 6.21  

合计 
65,850,000.0

0 
不适用 

37,608,785.7

0 
不适用  

注：占同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1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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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开展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会按照实际业务情况签

订具体交易协议，交易价格将严格秉承公平、合理的原则，严格遵循市场公允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与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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