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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由于业务规模扩大，公司预计与部分关联方在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扩大，公司依据1-9月发生的实际情况，拟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金额。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辉先生、陈政先生及胡震宁先生已

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政先生及胡震宁先生已回避表决。

其余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 

2021年10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陈政先生及胡震宁先生已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由于业务规模扩大，公司预计与部分关联方在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扩大，公司依据1-9月发生的实际情况，拟增加与部分关联人在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年度预

计金额 

1-9 月实际

发生额(未

经审计) 

本次增

加预计

金额 

增加后

2021 年

度预计额 

向关

联方

采购

商品 

杭州润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 609 2,500 2,500 

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00 1,274 1,000 1,900 

上海通用润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200 340 300 500 

苏州润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900 3,456 1,000 4,900 

小计 5,000 5,679 4,800 9,800 

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70 297 800 1,270 

苏州润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300 1,369 400 1,700 

云南赛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0 378 120 470 

小计 2,120 2,043 1,320 3,440 

 

合计 7,120 7,722 6,120 13,24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杭州润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润欣”）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润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1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慧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疗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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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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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杭州润欣注册于 2020 年 6 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暂无经营数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杭州润欣 25%股权，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杭州润欣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二）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天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勤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食品

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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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搪瓷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

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化妆品批发；

玻璃仪器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数字视频

监控系统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3D 打印基础材料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康复辅具适配服务；3D

打印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0,606.27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307.30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9,633.2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78.11

万元。（该数据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合肥天元 19.6%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有合肥天元 29.4%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

政先生兼任合肥天元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三）上海通用润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润达”）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通用润达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575号3001室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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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软件开发，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包装服务，汽车、医疗设备、机械设备、计算机及通讯设备、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销售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产品，机电设备，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包装材料，

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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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5,214.82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0,778.51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9,310.8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749.38

万元。（该数据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通用润达 49%股权，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陈政先生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通用润达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四）苏州润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润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润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路168号建胜产业园3幢103室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廖伟生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仪器仪表、计算机及配

件、电子产品；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机械设备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医

疗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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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41,892.92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9,874.77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53,949.28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4013.80

万元。（该数据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苏州润赢 35%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政先生兼任苏州润赢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五）云南赛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赛力斯”）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赛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中路390号海源财富中心1栋13楼 



注册资本：769.2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阮啟辉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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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汽车新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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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3,106.47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8,500.03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17,782.2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380.21

万元。（该数据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云南赛力斯 35%股权，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陈政先生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云南赛力斯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增加的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所发生的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相关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

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

开展和执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 

该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

确定，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为原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完

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上述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该等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经营。该关联交易价

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符合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和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公司

经营，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亦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

案。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持续经

营和日常管理中，必要的日常业务往来，同时也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成本，并获

得便利、优质、稳定的服务；公司与关联方交易时按照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主要依赖。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批准。 

 

八、上网文件 



1、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九、备查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