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持续督导机构”）作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或“上市公司”或“公司”）的 2018年持续督导机

构，认真对公司 2018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2018年度预计主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多多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拟向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多

集团）续租厂房、库房、办公楼。预计 2018年向多多集团支付租赁费用为 1,234,305

元，相关《厂房租赁合同书》已于 2016年 7月 1日签署。合同标的为厂（库）

房 12栋，总建筑面积 19,839.3 ㎡，办公楼租金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120元，其

他厂（库）房租金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50元，合计年租金为人民币 1,234,305 元，

按季度交纳。租赁期两年，自 2016年 7月 1日起，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

鉴于该协议已到期，现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拟与多

多集团继续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合同标的调整为厂（库）房 11栋，总建

筑面积 18,224.30㎡，办公楼租金调整为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240元，其他厂（库）

房租金调整为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120元，年租金为人民币 2,602,356元，按月

缴纳。租赁期五年，自 2018年 7月 1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租金合计

13,011,780元。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

具的《多多药业有限公司拟了解佳木斯市安庆街 555号办公楼及厂房市场租金单

价咨询报告》（中瑞咨报字[2018]第 000097号）采用市场比较法测算，截至 2018



年 7月 1日，该处办公楼市场租金测算结果如下：办公楼市场单价为每平方米每

年人民币 245.34元，厂房市场租金单价为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133.06元。

本次交易对方多多集团系多多药业参股股东，持有多多药业 20.98%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相关规定，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

认定本次交易对方为多多药业的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协议尚未签署。

由于公司董事会不存在与多多集团相关联的董事，审议上述事项的董事会无

须董事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7、10.2.8之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独立董事已书面说明事前认可情况并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仅需董事会审批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借壳，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安庆街 555号
法定代表人 毕景梅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30800716614817M

成立日期 2000年 3月 30日
营业期限 2000年 03月 30日至 2045年 03月 29日

经营范围

豆（浆）粉、豆奶粉、营养粉、豆类、乳类、谷物类制品、

综合保健食品、西药、中药、中成药（子公司经营）、屠宰

（分支机构经营）；罐盒、皇冠盖等；养殖；农副产品加工

生产；进出口业务；代理对俄等东欧各国易货贸易和经济技



术合作；钢材；企业管理服务、厂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电力供应，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工商登记、

备案信息及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目录请登录企业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

主要股东或和实

际控制人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17年末股东构成为：国

有法人股东北大荒药业有限公司占股 44.12%，集体法人股东

黑龙江多多集团占股 32.63%，自然人股东占股 23.25%。实际

控制人为北大荒药业有限公司。

2、关联人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1）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佳木斯肉类联合加工厂，是一个有着

40多年历史的老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 由于经营管理落

后，产品单一,不能快速对接市场，再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企业经

营举步维艰。2000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大力支持下,企业进行改制重组，成立

了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多多集团 2017年在岗职工人员 91人。多多集团控股多多制罐盖有限公司、

双城多多制铁制罐 2家子公司，参股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冰泉多多保健食品有限

公司等 2家公司。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0年 3月 30日，主要经营豆（浆）

粉、豆奶粉、营养粉、豆类、乳类、谷物类制品、综合保健食品、西药、中药、

中成药（子公司经营）、屠宰（分支机构经营）；罐盒、皇冠盖等；养殖；农副

产品加工生产；进出口业务；代理对俄等东欧各国易货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钢

材；企业管理服务、厂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力供应，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2015年主要业务是销售豆粉；水力、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房屋租赁、

其他固定资产租赁、厂区服务等。2015年末资产总额 14,366万元，负债总额 2,448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1,918万元。

2016年主要业务是水力、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房屋租赁、其他固定资

产租赁、厂区服务等。因国家政策原因减少了豆粉销售业务。2016年末资产总

额 13,717万元，负债总额 1,944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1,773万元。



2017年主要业务是水力、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房屋租赁、其他固定资

产租赁、厂区服务等。因国家政策原因减少了豆粉销售业务。2017年末资产总

额 14,015万元，负债总额 2,544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1,471万元。

（2）以下为多多集团 2017年 12月 31日/2017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140,149,430.09元；

净 资 产：114,713,268.63元；

主营业务收入：33,005,699.01元；

净 利 润：1,647,955.50元。

（3）以下为多多集团 2018年 9月 30日/2018年 1-9月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169,571,888.03元；

净 资 产：151,062,349.61元；

主营业务收入：30,559,316.22元；

净 利 润：569,629.41元。

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对方多多集团系多多药业参股股东，持有多多药业

20.98%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相关规定，公司基

于审慎性原则，认定本次交易对方为多多药业的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多多集团出租给多多药业厂（库）房 11栋，座落在佳木斯市安庆街 555号

甲方的厂区内，总建筑面积为 18,224.3㎡。厂房类型为砖混结构。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双方在市场价基础上，并以评估公司出具的《市场租金单价咨询报告》为参

考依据。综合考虑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建筑物情况、配套及安全等多种因素，

经双方协商，确定价格为：办公楼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240元，其他厂（库）

房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120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厂房租赁合同书》：

出租方：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甲方）

承租方：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厂房情况：

甲方出租给乙方厂（库）房 11栋，座落在佳木斯市安庆街 555号甲方的厂

区内，总建筑面积为 18,224.3㎡。厂房类型为砖混结构。

（2）租金及支付方式：

双方约定，按建筑面积，办公楼租金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240元，其他厂（库）

房租金每平方米每年人民币 120元，合计年租金为人民币 2,602,356元，按月交

纳。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多多药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租赁多多集团的厂房、库房及办公楼，本次租

金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金额

（元）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股东方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6,033,125.88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股东方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569,868.3

黑龙江冰泉多多保健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股东方投资

企业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378,071.86

黑龙江省北大荒绿色健

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高管人员投

资入股的企业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400,646.76

北大荒泽世国际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高管人员投

资入股的企业之子公司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478.63

黑龙江省北大荒绿色健

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高管人员投

资入股的企业
关联租赁 43,542.86

黑龙江冰泉多多保健食本公司之孙公司的股东方投资关联租赁 26,333.33



品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

北大荒泽世国际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高管人员投

资入股的企业之子公司
关联租赁 85,714.28

北大荒泽世国际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高管人员投

资入股的企业之子公司
关联租赁 45,026.53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股东方 关联租赁 925,728.75

黑龙江多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之孙公司的股东方 股利 5,813,459.63

小计 14,321,996.81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董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涉及的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阅后，出具事前认可意见。独

立董事认为：此次房屋租赁价格公允，该关联交易是必要和可行的，有利于多多

药业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十二

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该关联交易在市场价基础上，并以评估公司出具的《市场租金单价咨询报告》

为参考依据，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定价合理。本次房屋租赁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审批

程序合规。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房屋租赁的相关内容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九、持续督导机构的持续督导意见

持续督导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反映了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持续督导机构同意中关村上述关联交易。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