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之

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江生物”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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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之江生物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

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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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Lab,Inc.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232.50 0.75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832.50 0.00 受疫情影响,客户业务计划调整

小计 1,065.00 0.75
上海之江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400.00 236.22 /

小计 400.00 236.22 /

三优生物医

药（上海）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350.00 350.00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150.00 72.69 /

小计 500.00 422.69

上海之江医

学检验所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150.00 135.00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350.00 307.68 /

小计 500.00 442.68
合计 2,465.00 1102.34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

易类别

本次预

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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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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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Lab,Inc.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产品、商

品

80.00 0.15 0.00 0.75 0.00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280.00 0.14 0.00 0.00 0.00 /

小计 360.00 0.00 0.75

上海之江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产品、商

品

400.00 0.73 0.00 236.22 0.43 /

小计 400.00 0.00 236.22

三优生物医

药（上海）有

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产品、商

品

500.00 0.92 0.00 350.00 0.64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100.00 0.05 4.63 72.69 0.04 /

小计 600.00 4.63 422.69

上海之江医

学检验所有

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产品、商

品

200.00 0.37 0.00 135.00 0.25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500.00 0.24 66.37 307.68 0.15 /

小计 700.00 66.37 442.68
合计 2060.00 71.00 1102.34
注：占同类业务比例为与 2020年度同类业务比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ChunLab,Inc.

企业名称 ChunLab,Inc.
性质 /
成立日期 2009年 11月 18日
注册资本 190,447.40万韩元

法定代表人 Jongsik Chun
主要办公地点 6F, JW TOWER, 2477, Nambusunhwan-ro, Seocho-gu, Seoul, Korea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Jongsik Chun及其关联方

主营业务情况
生物信息学方面的研究与开发及产品销售，高度精确的基因组数据库

和高性能的生物信息学软件以及二代基因测序的全套服务

2020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

总资产：73,346,709,085韩元

净资产：34,484,068,744韩元

营业收入：5,311,546,768韩元

净利润：-8,762,586,953韩元

2、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022.0584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郎国竣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333 号 7 号楼 103 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郎国竣

主营业务情况 创新抗体开发技术服务

2020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7,325.09 万元

净资产：5,285.20 万元

营业收入：806.61 万元

净利润：392.31 万元

3、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年 12月 29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倪卫琴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芙蓉花路 500弄 21号 5层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之江药业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情况 软件开发业务

2020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234.30万元

净资产：-346.41万元

营业收入：269.67万元

净利润：-64.14万元

4、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7年 8月 4日
注册资本 1,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邵俊杰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芙蓉花路 500弄 21号 1-4层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之江药业持有其 80%股权，自然人陈海涛及上工坊分别持有其 10%股

权

主营业务情况 医学检验服务

2020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总资产：2,235.45万元

净资产：2,086.60万元

营业收入：979.28万元

净利润：500.40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关联关系

1 ChunLab,Inc. 为之江生物参股企业

2 三优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为之江生物参股企业

3 上海之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之江生物科控股股东之江药业持有其 100%股权

4 上海之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之江生物控股股东之江药业持有其 80%股权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法人依法存续经营，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

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向关联

人销售产品、商品等，相关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情况协

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

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订具体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属于正常性业务，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

行的，符合商业逻辑，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

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

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审议程序

2021年 4月 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同日，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此议案获得了出

席会议的监事的全票通过。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之江生物上述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上述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审

议。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要求。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系出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

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上述之江生物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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