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作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音股份”或“公司”）2018 年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中信建投及

其指定保荐代表人梁宝升、吴继平对东音股份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及延长关联借款期限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 2020 年度与

关联方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20

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保起先生、

刘振腾先生、刘振飞先生、武志昂先生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已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未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

准。 

2、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接 受 关 联

人 销 售 的

商品 

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37.29 437.29 0.08074% 0.0% 
山东金阳光医药包装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725.64 725.64 0.13398% 0.0% 

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849.61 849.61 0.15686% 0.0%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339.78 339.78 0.06273% 0.0%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1.27 1.27 0.00023% 0.0%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7.56 7.56 0.00139% 0.0%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0.40 0.40 0.00007% 0.0% 

山东华欣医药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26 1.26 0.00023% 0.0%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10.41 10.41 0.00192% 0.0% 

小计 
 

2,373.21 2,373.21 0.43817% 0.0% 

向 关 联 人

销售商品 

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8.32  98.32  0.01309% 0.0% 
山东华欣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4.45  24.45  0.00325% 0.0%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456.26  456.26  0.06075% 0.0% 

莒南县安民大药房 销售商品  1.62  1.62  0.00022% 0.0% 
高唐县润欣大药房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1.14  1.14  0.00015% 0.0% 

临沂欣爱康孕婴连锁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0.18  0.18  0.00002% 0.0% 

临沂罗泰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0.07  0.07  0.00001% 0.0% 

小计   582.03  582.03  0.07750% 0.0%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房 屋

租赁 

山东华欣医药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  3.01  3.01  4.00537% 0.0% 
临沂罗泰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提供租赁  72.17  72.17  95.99463% 0.0% 

小计   75.18  75.18  100.00000% 0.0% 

向 关 联 人

许可商号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 
商号许可  18.87  18.87  100.00000% 0.0% 

小计   18.87  18.87  100.00000% 0.0% 

3、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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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金

额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购买商品 市场价 120.00 0.00 88.66 

小计   120.00 0.00 88.6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重庆歌汭医药临床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购买服务 市场价 800.00 213.79 372.66 

临沂罗泰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购买服务 市场价 80.00 0.00 0.00 

小计 
 

 880.00 213.79 372.66 

向关联人提供房屋

租赁 

临沂欣馨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提供租赁 市场价 50.00 0.00 0.00 

小计 
 

 350.00 0.00 72.17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1,000.00 91.28 456.26 

小计 
 

 1,000.00 91.28 456.26 

向关联人提供商号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商号许可 市场价 20.00 0.00 18.87 

小计   20.00 0.00 18.87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089793624N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双月园南路 109 号(双月园南路与湖东二路

交汇处西 50 米)四至五楼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刘振江 

经营范围：零售：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销售：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

械、保健食品、消杀用品、化妆品、洗涤用品、日用品(不含烟花爆竹)、礼品（不

含文物）；健康咨询；产品推广及陈列服务；承办会议及展览服务；保健按摩服

务、小儿推拿、催乳发汗；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以上两项范围仅限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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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7,227.10 

净资产 -582.11 

营业收入 6,135.39 

净利润 -71.60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保起先生的侄子、刘振

腾先生与刘振飞先生的堂兄刘振江先生控制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且关联交易绝对金额不大，不

存在履约能力风险。 

2、临沂罗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688296240C 

注册地址：临沂市罗庄区规划路与湖东二路交汇处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4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张超 

经营范围：物业服务，家政服务，绿化、保洁服务；酒店餐饮管理，水电暖

维修服务(不含承装修电力设施及特种设备)；房屋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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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419.35 



 
 

净资产 962.99 

营业收入 117.37 

净利润 -27.69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保起先生通过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临沂罗

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同时，刘保起先生直接该公司持股 49%。 

（3）履约能力分析 

临沂罗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且关联交易绝对

金额不大，不存在履约能力风险。 

 

3、临沂欣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1MA3P0ET32H 

注册地址：临沂市罗庄区罗庄街道罗七路与龙潭路交汇路西 100 米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9 年 1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张超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会议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销售：特产、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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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258.47 

净资产 190.78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9.22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保起先生通过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临沂欣

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3）履约能力分析 

临沂欣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且关联交易绝对金额不大，不存

在履约能力风险。 

 

4、重庆歌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CR6438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一路 73 号附 25 层 

注册资本：4,025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王晓琳 

经营范围：药品、生物制品、保健品、诊断试剂、医疗器械、实验设备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实验室耗材及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塑料制品、化学制剂、健身器材、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会

务会展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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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7,044.28 

净资产 6,742.13 

营业收入 2,386.85 

净利润 1,138.07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歌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武志昂实际控制的

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重庆歌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且关联

交易绝对金额不大，不存在履约能力风险。 

 

5、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7229411602 

注册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 11R2-2 片区第 1、2 座 

注册资本：76,677.32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2000 年 3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柯少彬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经营；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药品研究

开发；中药材收购；化妆品、消毒剂、卫生用品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经营）；第一厂外车间（地址：汕头市金平区月浦南工业区）药品生产，

药品经营；第二厂外车间（地址：汕头市揭阳路 28 号）药品生产，药品经营。 

单位：万元 

 2019 年 9 月 30 日/2019 年 1-3 季度 

资产总额 880,498.33 

净资产 539,702.70 

营业收入 401,315.52 

净利润 10,182.51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三届独立董事刘力担任独立董事

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的

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且关联交易绝对金额不大，不存在履约能

力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采购产品及提供劳务等交易是在双方日常业务

过程中依照一般商业条款所进行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在较大程度上支

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公司

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审议程序 

2020年4月23日经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2019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20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2019年度已发生及2020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的经营性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定价方

法合理，交易价格公允；表决和回避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待公司股东大会履行完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审批程序后，公司将根据日常生



 
 

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关联方将会签订相应的订单或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本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此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梁宝升                吴继平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