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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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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常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按以下程序进行：

经公司初审后认定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将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

了审查和讨论。经现场表决，以五票同意，零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关联董事吴群先生、陈坚先生、郑洪喆先生、孙彤先生回避表决。 

在审议该事项之前，公司经营层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有关资料，独立董

事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询问。公司独立

董事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发表了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定价合理，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过程能够有效控制，符合

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查和讨

论，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合理，有利于降低公



司生产成本，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要求，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部

件及代理产品 

江苏鱼跃医疗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4,900 4,660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及提供劳

务 

江苏鱼跃医疗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1,400 187 

因市场变化、招标项目

延迟及内部调整导致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10,300 3,087 

因市场需求、采购计划

推迟导致的差异 

向关联人 

支付租赁费 

上海医疗器械厂

有限公司 
280  298 -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料 

杭州万东电子有限

公司及下属公司 
150  189 - 

合计  17,030 8,421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采购

部件 

江苏鱼跃

医疗设备

股份有限

公司 

2,100 - 500 4,660 9.72 
减少代理产

品采购规模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及

提供服

务 

江苏鱼跃

医疗设备

股份有限

公司 

650 - 0 187 0.21 

根据预计发

生金额进行

调整 

美年大健

康产业控

股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 448 3,087 3.42 

关联方预计

扩大采购规

模 

向关联 上海医疗 320 - 84 298 100 - 



人支付

租赁费 

器械厂有

限公司 

江苏鱼跃

医疗设备

股份有限

公司 

22 - 2 0 0 

2019年新发

生的租赁费

用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杭州万东

电子有限

公司及下

属公司 

300 - 50 189 0.40 

公司 2019年

预计扩大采

购规模 

合计 - 13,392 - 1084 842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84,767,040 元人民币；注

册地址：江苏丹阳市云阳工业园（振新路南）；经营范围：医疗器械（按许可

证所核范围经营），保健用品的制造与销售；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关联关系：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

制，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2、上海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200 万元；注册地址：上海市

杨浦区临青路 430 号；经营范围：各类医疗器械经营（体外诊断试剂除外），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在医疗器械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等。 

关联关系：上海万东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医

疗器械厂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3、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9,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苏州高

新区锦峰路 9 号，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保健用品研发;医用软件的开发与

销售;精密五金件配套加工;电子、电器产品及其零配件生产、销售;生产销售医

疗器械(按许可证所核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关联关系：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也是公司董事出任董事的公司，因此本公司与



之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杭州万东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200 万元；注册地址：杭州

市西湖区文二路 385 号 301 室；经营范围：电子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成

果转让；电子管制造；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维修。 

关联关系：杭州万东电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为 30%。由于本公司高管人员出任杭州万东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因此构成

关联关系。 

5、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熔，注册资本：

人民币 71,083.82 万元，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乙 B2035 室，经营

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投资管理，健康管理咨询。 

关联关系：美年大健康为公司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控制且担任董事的

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19 年预计

向其采购部件及代理销售产品 2,100 万元；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19 年预计

向其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 650 万元。 

2、上海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万东三叶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提供生产和经营场所，为此上海万东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需向上

海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支付房屋租赁费，根据协商 2019 年预计支付租赁费用

320 万元。 

3、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万东百胜（苏州）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生产和经营场所，需要支付房屋租赁费，根据协商 2019

年预计支付租赁费用 22 万元。 

4、杭州万东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X 射线管及



组件，是本公司产品的关键部件的供应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预计 2019 年采

购金额约人民币 300 万元。 

5、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9 年预计公司向其销

售产品及提供服务 10,000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合计金额：13,392 万元。 

（二）定价政策 

公司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参考双方确认的技术文件或经第三方评估的

市场价格制定最终结算价格。 

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和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采购部件及

代理产品的框架协议，根据实际情况，框架协议明确交易的范围、交易价格

及结算方式等,而日常供货的具体数量、品种则采用定单的方式。 

公司子公司上海万东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和上海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

及万东百胜（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房

屋租赁协议，租赁价格是参考实际承受能力议定，同时根据实际使用的房屋

面积进行租赁。  

公司与杭州万东电子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签订长期的 X 射线管及组件委

托加工框架协议及技术加工要求和质量保证协议。根据公司生产情况，签订

具体的供货协议明确了交易的范围、交易价格、结算方式和协议期限等。日

常供货的具体数量、品种，则采用定单的方式。 

公司根据 2019 年度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年度采购计划，具

体签署采购协议，明确交易具体数量、品种、交易价格、结算方式及协议期

限等。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公司和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各

方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售渠道的协同效率，丰富产品销售种类，

提高客户满意度，因此,该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上海万东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万东百胜（苏州）有限公司与上海医

疗器械厂有限公司和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交易的目的是为满足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双方根据市场化原则签署房屋租赁协议，依据实际使用

的房屋面积进行租赁。 

公司与杭州万东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交易的目的是满足公司产品

制造的需要。公司作为生产放射类设备的公司，需要外购部分专业化部件满

足公司生产需求，采购价格不高于同类供应商，未对公司形成不利影响。此

关联交易不损害公司利益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事

项，将对公司 2019年度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不会对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此关联交易不损害公司利益及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