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19-017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2019年度预计与关联人发生购买、销售产品及服务类关联

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3,600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为1,408.18元；预计与关联人发生租赁仪器仪表类设备类关联交易，

预计总金额不超过400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280.62

万元；预计与关联人发生租赁办公场所类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

超过600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569.45万元。 

本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如下：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19日召开，会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联董事王戈先生、刘国平先生、伏谷清先生、王建平先生

及董飞先生分别对相关子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3、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

联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及王



戈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 2019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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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租赁房屋 

东方科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租赁办公场所 参考市场价 600.00 151.34 516.22 

租赁设备 
欧力士科技租赁

株式会社 

租赁仪器仪表

类设备 
参考市场价 400.00 58.33 280.62 

采购及销

售类 

东方科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购买、销售产品

及服务 
参考市场价 3,600.00 175.50 1,408.18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种类 定价原则 
2018 年度 

关联交易金额 

2018 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东方科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代理进出口服务 参考市场价 11,649,850.38 

23,000,000 

1.52% 

北京五洲东方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参考市场价 11,354.01 0.00% 

北京五洲东方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44,397.71  0.01% 

北京五洲东方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12,820.88 0.00% 

北京科苑新创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74,388.55  0.01% 

北京中科科仪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参考市场价 5,344.83 0 0.00% 

盛源信德(北京)

医学技术有限公

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3,163.48 0 0.00% 



中国科学院沈阳

科学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244,862.37 0 0.03% 

北京科益虹源光

电技术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1,931,699.71 0 0.24% 

《中国科学》杂志

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6,339.62  0 0.00% 

北京科益虹源光

电技术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59,446.70  0 0.01% 

中国科技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5,660.38  0 0.00% 

中国科技出版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22,950.94  0 0.00% 

中科数字出版传

媒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8,985.85  0 0.00% 

中国科学院沈阳

科学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  512.82  0 0.00% 

欧力士科技租赁

株式会社 
公司出租 

参考市场价 
912,452.67 

3,000,000 

2.60% 

欧力士科技租赁

株式会社 

公司承租 参考市场价 
1,893,752.92 5.39% 

东方科仪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承租房屋 参考市场价 
5,612,111.39 

5,000,000 

15.97% 

广州市东方科苑

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承租房屋 参考市场价 
71,204.72 0.20% 

中科院广州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承租房屋 参考市场价 
11,165.28 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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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客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及行业具有相关的特殊性，无法精准预估关

联交易金额，公司出于谨慎原则进行了较大额度的预估，故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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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公司提供的2018年年度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19年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审核，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和子公司正常经营所需要，由

于公司行业的特殊性，无法精确预估关联交易金额，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科仪控股”）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戈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3 年 10 月 22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14 层。 

主营业务：销售医疗器械 III 类(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

营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3 月 27 日)；销

售医疗器械 II 类(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为

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上述进出

口商品、建筑材料、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汽车零配件、

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租赁仪器设备；货物包装、仓储；对外

经营贸易咨询服务；组织展览展示活动及技术交流业务；提供技术维

修和技术咨询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王戈、董事王建平、董飞及监事魏

伟均在东方科仪控股任职。 

3.履约能力分析 

东方科仪控股财务状况良好，利润资产均处于较高水平，有能力

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合约。 



4.东方科仪控股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47,447.68 

净资产（万元） 33,915.38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40,970.59 

净利润（万元） 3,311.19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注：2018 年度系东方科仪控股母公司口径财务报表数据。 

（二）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小原真一 

注册资本：7 亿 3 千万日元 

成立日期：1976 年 9 月 29 日 

住所：东京都品川区北品川 5 丁目 5-15。 

主营业务：各种动产租赁、出租、出售（包括分期付款销售）、

二手物品交易维护及修理；房地产销售、租赁、经纪、管理及鉴定；

前项相关住宅开发项目；有价证券的持有、使用、管理及出售；电气

机械、通讯设备、电子通信设备的生产、加工、修理、校准服务及销

售；承接测量服务，承接试验服务，承接建模服务；计算机软件的销

售及租赁；一般货物运输及仓储业；广告及出版业；劳动派遣业务；

损害保险代理业务、基于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寿

保险招募相关业务；前述各项相关一切业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第二大大股东，公司副董事长刘国平、董事伏谷清及监事

侯筱琼均在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关联企业就职。 

3.履约能力分析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财务状况良好，利润资产均处于较高水

平，有能力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合约。 

4.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项目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 

总资产（日元） 773 亿 

净资产（日元） 263 亿 

主营业务收入（日元） 765 亿 

净利润（日元） 83 亿 

审计机构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三）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昌龙 

注册资本：9,92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4 月 18 日 

住所：沈阳市浑南新区新源街 1 号。 

主营业务：真空设备、薄膜工艺设备、材料生长设备、太阳能电

池覆膜设备、洁净真空获得设备、表面分析仪器、电子仪器、离子泵、

真空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供暖,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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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控制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状况良好，利润资产均处

于较高水平，有能力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合约。 

4.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元） 442,050,526.28 

净资产（元） 276,807,798.33 

主营业务收入（元） 67,754,405.18 

净利润（元） 4,273,068.42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四）东方科学仪器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魏伟 

注册资本：1,2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4 年 2 月 21 日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3601 号 2 号楼 2020 室。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

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



展“三来一补”、进料加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仓储（除

危险品），附设分支机构，医疗器械（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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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控股控制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东方科学仪器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状况良好，利润资产均处于较

高水平，有能力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合约。 

4.东方科学仪器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58,956.10 

净资产（万元） 6,089.80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4,765.82 

净利润（万元） 758.99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五）北京五洲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宇锋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7 月 4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65 号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总公

司七层。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售汽车、汽车

零配件；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报关代理服务；销售医疗

器械 II 类、III 类。（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控股控制企业，公司董事董飞先生担任

其董事。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五洲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状况良好，利润资产均处于较高

水平，有能力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合约。 

4.北京五洲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项目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86,278.21 

净资产（万元） 2,720.89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1,112.19 

净利润（万元） 402.90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六）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广平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2 年 2 月 18 日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100 号大院 8 号楼三楼。(自编

306)(仅限办公用途。) 

主营业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技术进出口；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机械技术咨询、交

流服务；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才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三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许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批发；酒类

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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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控股控制企业，公司董事董飞先生担任

其董事。 

3.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限公司状况良好，利润资产均处于较高

水平，有能力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合约。 

4.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项目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3,411.68 

净资产（万元） 474.57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7,257.93 



净利润（万元） 1,428.07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七）北京科益虹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梅东滨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29 日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156 号 10 号楼二层

201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国科控股直接持有北京科益虹源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益虹源”）19%的股权，且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

控股董事王琪先生亦担任科益虹源的董事，科益虹源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科益虹源状况良好，利润资产均处于较高水平，有能力履行相关

关联交易合约。 

4. 科益虹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万元） 18,269 

净资产（万元） 9,908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872 

净利润（万元） 623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向关联人租赁房屋和仪器设备，以及由关联方为本公司客户

提供代理进口服务，该等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

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

原则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发生的交易。 

1、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

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 

2、以上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的比重较低，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

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主要业

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提供的 2018

年年度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进行了审核，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和子公司正常经营所

需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当期市场公允价格签订相

关协议或合同，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批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4、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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