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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作为青岛海

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生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

则，对海尔生物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位于青岛开发区海尔工业园内原生产厂区的 85 项设备类固定资产和

1 项厂房改造工程形成的资产（以下简称“交易标的”）出售给青岛海尔特种电冰

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电冰柜”），转让金额为人民币 18,503,591.58 元（合

称“本次交易”）。上述资产在公司 2019 年底生产场所搬迁时，因无法迁移或迁移

成本过高而不再使用，为进一步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利用率，公司拟将上述

资产转让至特种电冰柜。 

特种电冰柜和海尔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尔集团公司，故两者为同一实际

控制下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海尔生物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海尔生物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时，董事

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并办理后续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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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进行关联交易的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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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特种电冰柜及海尔集团公司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

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未占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特种电冰柜和海尔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尔集团公司，根据《科创板上市

规则》第 15.1 条第（十四）项的有关规定，特种电冰柜与海尔生物为处于同一控

制下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727808756R 

法定代表人 李伟杰 

注册资本 38,838.70 万 

注册地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工业园 

成立日期 2001-04-27 

经营期限 至长期 

经营范围 

电冰柜及其他制冷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维修、售

后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动车、冷藏专用

车、冷链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企业管

理信息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经营其它无需

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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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37,670.35 68,356.34 252,120.29 4,681.27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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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关系的说明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特种电冰柜不存在其他债务债权关系，也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人员方面的特殊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属于《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7.1.1 条第一款出售资产，交易标的为

公司因生产场所搬迁导致不再使用的设备及厂房改造工程。 

（二）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 

1、交易标的的取得和运营情况说明 

在 2019 年底搬迁至新生产场所之前，公司主要生产场所为向同一实际控制下

关联方租赁的位于青岛开发区海尔工业园内的厂房。自 2009 年至 2019 年，公司

陆续购置安装 85 项设备并建设 1 项厂房改造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1）设备类固定资产：包括生产及辅助设备、能源配套设备等 

（2）厂房改造工程类资产：包括厂房内外部生产使用的辅房，主要用作物料

的存储和中转 

上述资产购置和建设投入金额的合计原值为 2,996.50 万元。截至本次交易前，

交易标的可正常投入使用。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青岛海尔生

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青天评报字[2020]

第 QDV231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交易标的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评估价值为 18,188,208.00 元。 

2、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妨碍权属转移情况。 

3、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标的的账面价值为 1,926.38 万元（已经审

计）；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交易标的的账面价值为 1,806.14 万元（未经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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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以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评估的基本情况如下： 

1、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评估对象：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青岛开发区海尔工业园厂

区内的部分设备类固定资产及租赁厂房改造工程类资产（即交易标的） 

3、评估方法：成本法 

本次评估的资产，市场交易不活跃，单独不产生收益，因此不宜采用市场法

或收益法评估，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同类资产的全新现行市场价格，再加计

达到现时使用状态所需付出各项费用，确定资产的重置价值，在此基础上根据资

产的购置年限、经济寿命年限及资产的以往使用负荷情况等因素确定其成新率，

进而求取资产的评估值，因此本次评估选用成本法。 

基本公式为：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4、重要假设： 

（1）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基本政策、国家现行的银行利率、汇率、税收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委估资产按目前用途继续原地使用 

5、评估结论：拟转让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值为 18,061,443.20 元，评估

值为 18,188,208.00 元，比账面净值增加了 126,764.80 元，增值率为 0.70%。 

海尔生物和特种电冰柜以上述评估结果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经协商确定本次资产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8,503,591.58 元。综上所述，本次

交易的定价具备公允性，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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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对价 

双方约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8,503,591.58 元人民币 

（3）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甲方应在标的资产清点验收完成且乙方提供必要单据之日起 60 日内，将转让

对价一次性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 

（4）交付 

甲方支付标的资产的全部转让对价后，乙方将按照现状向甲方交付标的资产，

交付地点为标的资产所在厂房。 

（5）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合同自公司和特种电冰柜均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付款，乙方按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五/天向甲方索赔。 

2、乙方未交付交易标的，甲方按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五/天向乙方索赔。 

（二）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的付款方为特种电冰柜。特种电冰柜经营情况良好，具有履行本次

交易下款项支付义务的能力，其近三年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总资产 137,670.35 147,692.61 181,638.73 

净资产 68,356.34 63,744.34 61,576.19 

营业收入 252,120.29 266,770.05 256,574.19 

净利润 4,681.27 2,135.11 1,275.21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依据付款方资产及财务状况，董事会认为特种电冰柜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金

额，因而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款项回收风险较小。 

六、关联交易的合理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合理性 

公司的主要生产场所于2019年底由青岛开发区海尔工业园搬迁至青岛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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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生物医疗新兴产业园。本次交易标的即为原生产场所的部分设备类固定资产

和厂房改造工程形成的资产。由于相关设备的拆卸、转移和再安装成本过高，且

厂房改造工程形成的资产无法迁移，公司将上述资产留在原生产场所不再使用。

考虑到目前交易标的仍可正常投入使用，公司原生产场所的后续使用者特种电冰

柜愿意受让上述资产。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与特种电冰柜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公平、平等协商后，

确定按照交易协议约定的价格进行本次资产转让交易。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盘

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利用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处置的交易标的均为公司不再使用的设备类资产及厂房改造工程所

形成资产，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预计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税

前利润43.86万元（具体金额及会计处理以审计结果为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造成显著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就本次交易，公司已履行如下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海尔生物于 2020 年 12 月25 日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董事长谭丽霞主持了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审议和讨论，

本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表

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谭丽霞、周云杰、刘钢已回避

表决。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海尔生物于2020年12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主任委员黄伟德主持了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审议和

讨论，本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

易，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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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事会审议情况 

海尔生物于2020年12月25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监事会主席龚雯雯主持了本次会议。经各位监事审议和讨论，本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表决结果为：2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监事龚雯雯已回避表决。 

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的筹划和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

合理；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已经按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也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相关文件、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

意见等资料，保荐机构认为： 

海尔生物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已发表同意意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海尔生物与关联方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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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魏  鹏                   徐华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