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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石药集团

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诺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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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定，对新诺威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8 月 16 日，新诺威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基于 2019 年上半年实际关联交易并综合考虑后续业务情况，公司决定增

加与关联方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中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及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 年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

称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9 年原

预计额度 

2019 年现

预计额度 

本年年初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 

石药集团

河北中诚

医药有限

公司 

维生素

类产品 
市场价格 800.00 3,300.00 978.97 733.87 

保定中诚

汇达医药

维生素

类产品 
市场价格 750.00 1,000.00 671.38 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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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

称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9 年原

预计额度 

2019 年现

预计额度 

本年年初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贸易有限

公司 

中诚医药

邯郸有限

公司 

维生素

类产品 
市场价格 250.00 500.00 178.23 95.06 

向关联

方租出

资产 

石药集团

恩必普药

业有限公

司 

出租仓

库 
市场价格 300.00  450.00 204.88 309.72 

注 1：本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已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注 2：本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关联方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超过 2019 年原预计额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超出部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无须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秦岭大街 111 号 

法定代表人 郭玉民 

注册资本 29,660.48 万元 

股权结构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7.35%股权，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77%股权，河北中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持有 3.71%股权，保定创新汇达商

贸有限公司持有 3.44%股权，石家庄慧合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3.44%股权，秦

皇岛市保康医药商场有限责任公司持 2.02%股权，廊坊市启盛商贸有限公司

持有 1.97%股权，河间市康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持有 1.93%、新乐仁德企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1.89%股权，张家口润佳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82%股

权，迁安市必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有 1.72%股权，衡水康桥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1.72%股权，衡水鑫境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72%股权，

乐亭县泽予医疗器械经销部持有 1.10%，邢台恒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持有

1.03%，邢台鑫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0.86%，宁晋县广升堂大药房有限

公司持有 0.52%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化工辅料（化学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中成药、中药材、

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的批发,

计生用品、日用百货、保健用品、日用消杀用品（灭鼠剂除外）、日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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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空气净化器、活性炭、家用电器、教学模具、教学仪器、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办公用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有效期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特殊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销售,有效期至 2021 年 7 月 12 日）,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仓储服务

（危险化学品除外），医药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搬倒装卸,机械设

备租赁,市场营销策划;玻璃仪器、仪器仪表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制冷

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氧气、办公家具、铅板的销售,计算机软件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兽药及兽药原料药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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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312,455.56 

净资产 42,918.05 

项目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56,520.65 

净利润 3,848.31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对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的履约能力。 

（二）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北三环 801 号办公楼 2 层 

法定代表人 詹建明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 51.00%股权，詹建明持有 25.36%股权，

郭素超持有 21.14%股权，高宝利持有 2.50%股权 

成立日期 2005 年 9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批发;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批发、零售;三类医疗器械批发;食品、

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日用杂货,清洁用品,家用电器,纸制品,玩具

批发、零售;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高锰酸钾、过氧化氢(8%-20%)、

乙醇溶液(-18℃≤闪点<23℃)、杂酚(无储存经营)批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5月 27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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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储存)批发;生物技术推广服务;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

普通货运;专用运输(厢式);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国内贸易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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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44,184.81 

净资产 2,495.70 

项目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57,862.34 

净利润 121.67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对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的履约能力。 

（三）中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中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 

住所 临漳县新城工业园朱明北大街 19 号 

法定代表人 郭海彬 

注册资本 2,1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 52.38%股权，申华平持有 42.86%股权，

郭海彬持有 4.76%股权 

成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罂粟壳、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批发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功能咨询服务、医

药信息咨询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化妆品批发零售；消杀用品、活性炭、日用百货、日化用品、保健用品、

计生用品、空气净化器、家用电器的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搬倒装卸；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

软件开发、咨询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企业营销策划；药品、生

物制品的技术及咨询服务、医药信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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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中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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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15,250.74 

净资产 7,197.09 

项目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2,798.44 

净利润 901.87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履

约能力。 

（四）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卢圣杰 

注册资本 41,359.43 万元 

股权结构 石药集团持有 54.06%，佳曦控股持有 45.94% 

成立日期 2003 年 4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生产软胶囊剂、大容量注射剂及原料药（丁苯酞），销售自产产品；医药

生物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销售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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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607,560.01 

净资产 403,571.25 

项目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62,389.33 

净利润 160,588.77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分析 

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对上述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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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履约能力。 

三、增加关联交易原因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增加与关联方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

有限公司、中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及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且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 2019 年度

与关联方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中

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及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该事项由非关联董事韩峰、郭顺星、耿立校、徐一民表决，关联董事潘卫东、王

怀玉、卢华、田玉妙、郭玉民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加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系公司日常经

营所需，交易事项符合市场经营规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加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交易事项

符合市场经营规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4、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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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 2019 年度

与关联方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保定中诚汇达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中

诚医药邯郸有限公司及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符

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增

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保荐机

构对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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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翊维                   樊长江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