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迪安诊断技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迪安诊断”、“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对迪安诊断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2020 年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安诊断”或者“公

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公司 2021 年与关

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4,285.09 万元。2020 年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6,469.55 万元。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海

斌、黄柏兴、姜傥、叶小平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陈海

斌、黄柏兴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21 年度拟与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4,285.09 万元，具

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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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2020 年发

生金额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

品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体外诊断产品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232.91 8.16 374.21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体外诊断产品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369.65 5.56 233.24 

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

公司 
体外诊断产品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4,800.00 55.05 41.51 

小计   5,402.56 68.77 648.96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体外诊断产品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2,821.54 - 951.99 

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

公司 
配件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2,052.50 1,105.34 956.79 

小计   4,874.04 1,105.34 1,908.78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技术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30.20 2.28 3.76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

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医学检测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733.00 42.54 420.57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运输及医学检

测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55.07 3.14 48.22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医学检测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2,722.70 151.98 1,148.62 

小计   3,540.98 199.94 1,621.17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技术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210.00 - 0.77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

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体检服务  30.00 - 1.60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医学检测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200.00 6.28 241.40 

小计   440.00 6.28 243.77 

关联租赁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

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房屋租赁  27.51  31.90 



小计   27.51 - 31.90 

（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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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试剂

仪器 
428.87 445.00  -4%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试剂

仪器 
374.21 610.00  -39%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试剂

仪器 
347.22 -    

浙江迪赛思诊断技术有限

公司 

试剂

仪器 
228.42 500.00  -54%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杭州埃迷丽珠宝有限公司 
试剂

仪器 
114.59 -    

数聚工研(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试剂

仪器 
24.75 -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试剂

仪器 
233.24 1,000.00  -77%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试剂

仪器 
41.51 2,000.00  -98%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小计  1,792.81 4,555.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试剂

仪器 
951.99 2,000.00  -52%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试剂

仪器 
1.23 -    

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试剂

仪器 
956.79 5,000.00  -81%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浙江迪赛思诊断技术有限

公司 

试剂

仪器 
157.89 -    

北京定向点金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试剂

仪器 
10.62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试剂

仪器 
248.74 250.00  -1%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小计  2,327.25 7,250.00  -68%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服务 47.12 50.00  -6%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服务 3.76 -    

杭州迪安控股有限公司 服务 0.30 -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管

理中心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服务 420.57 -    

苏州信迈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服务 15.59 -    

太学医疗投资管理(浙江)有

限公司 
服务 22.29 -    

天津拓瑞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服务 13.28 -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服务 48.22 -    

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服务 15.72 -    

杭州文仲中医医院有限公

司 
服务 92.62 -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服务 1,148.62 1,260.00  -9%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杭州丁香综合门诊部有限

公司 
服务 14.96 -    

杭州丁香泛美医疗门诊部

有限公司 
服务 8.86 -    

福州仓山丁香田吉顺妇科

诊所有限公司 
服务 2.71 -    

福州仓山丁香施翰儿科诊

所有限公司 
服务 1.55 -    

小计  1,856.17 1,310.00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接受关

联人提

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服务 0.77 125.00  -99%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供的劳

务 

www.cninfo.com.cn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服务 4.66 -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管

理中心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服务 1.59     

健路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服务 2.54 -    

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服务 241.40 107.00  126%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公

司 
服务 4.19 -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服务 186.95 -    

上海观澜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服务 0.54 -    

观澜网络(杭州)有限公司 服务 3.50 -    

杭州联科美讯生物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 
服务 8.95 -    

浙江迪赛思诊断技术有限

公司 
服务 6.32 -    

小计  461.42 232.00    

关联租

赁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管

理中心有限公司 
房租 31.89 30.00 - 6% 

2020 年 4 月 1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小计  31.89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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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原因主要系：公司

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适时调整采购及

销售的策略、渠道等，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具有持续性，主要

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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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 2020 年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行，

关联交易的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变

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注：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过预计金额（经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部

分，均在总经理审议权限范围内，已经总经理内部审批决定，履行了相关的审议程序。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广州迪会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迪会信”）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 

公司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850 号 1206、1207 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喻惠民 

经营范围：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医疗诊断、

监护及治疗设备零售;药品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临床检验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货

运站服务;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软件批发;软件

零售;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计算机零售;计算机零配件零售;医疗设备租

赁服务;医疗设备维修;电子产品批发;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商品批发贸易（许可

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仪器仪表修理;科技信

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贸易代理;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为医疗器械、设备、医疗卫生材料及用品提供

专业清洗、消毒和灭菌;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医疗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仓储代理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

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仓储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打包、装卸、

运输全套服务代理。 

广州迪会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5,317.58 

净资产 98,589.58 

科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03,410.27 

净利润 9,510.0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姜傥为迪会信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

关联方的认定。 

2、浙江博圣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圣生物”） 

注册资本：39,902.3438 万元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77 号 1 幢 10 层 

法定代表人：张民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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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博圣生物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9,104.46 

净资产 98,067.93 

科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83,026.38 

净利润 8,315.2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陈海斌为博圣生物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关联

方的认定。 



3、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程国际”）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西子国际中心 B 座 1402 室 

法定代表人：朱雷 

经营范围：服务：医院管理咨询（不含诊疗活动），非医疗性健康管理咨询

（需行医许可证的除外），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除证券、期货），翻译服务，家政服务，医疗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国

内旅游业务；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健身器材，化妆品，日用百货。（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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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国际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552.63 

净资产 1,708.53 

科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7,316.28 

净利润 -1,390.9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陈海斌、副总经理侯勇进为全程国际的董事，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对关联方的认定。 

4、浙江迪谱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谱诊断”） 

注册资本：4,187.0371 万元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中路 355 号 9 号楼二

楼 



法定代表人：张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医疗技术、医

疗检测技术、计算机软件；批发零售：医疗器械（包含一类、二类、三类）、电

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生产：第一、二、三类体外诊断试剂和耗材；生产和组装：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医用化验及基础设备器具；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成年人的

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医疗器械（限一类、二类）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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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谱诊断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515.90 

净资产 4,125.11 

科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52.12 

净利润 -477.3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陈海斌，董事、总经理黄柏兴，董事、副总经理姜傥

为迪谱诊断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关联方的认定。 

5、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格医药”） 

注册资本：87,258.035 万元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大道 618 号东冠大厦 1502-1

室 

法定代表人：曹晓春 

经营范围：服务：医药相关产业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成果转让，临床试验数据的管理与统计分析，翻译，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

从事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

训，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开展职

业介绍，开展人才信息咨询。 

泰格医药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950,605.77 

净资产 1,785,847.41 

科目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19,227.85 

归母净利润 174,977.48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叶小平为泰格医药的董事长、实控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对关联方的认定。 

（二）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各关联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

定内容，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二）关联交易协议 

1、2020 年 8 月 1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德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德格”）与迪谱诊断签订《设备购销合同》，约定杭州德格向迪谱诊断销

售体外诊断设备等产品。 



2、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迪安西医诊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医诊所”）与

全程国际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西医诊所向全程国际租赁房屋，租期自 2017

年 8 月 5 日至 2022 年 8 月 4 日。 

3、2020 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上海观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观合医药”）与泰格医药签署协议，约定观合医药向泰格医药提供生物分析

服务和中心实验室等服务，有效期为服务开始起至委托事项完成并支付所有款项

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系向关联人购买试剂耗材等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

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可以发

挥双方各自在价格、服务方面的优势，实现彼此资源互补。 

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同时，上述关联交

易与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相比金额较小，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已对会议审议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如下书面认可意见： 

该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同类产品的供应商、客户同等对待，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

机构等方面独立，且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较低，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基于上述情况，一致同意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时，独立董事就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再次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2021 年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

经营的正常所需。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与公司全年的

营业收入相比金额较小，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迪安诊断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经

营活动的需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规定。保荐机构对迪安诊断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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