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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为上海艾力斯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艾力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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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艾

力斯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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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支出为 5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杜锦豪、祁菊、胡捷、

JEFFREY YANG GUO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

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公

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了公平、公

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系基于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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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

易预计总金额占公司 2021 年度同类交易预计总金额的比例较低，不会导致公司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杜锦豪回避表决，其余委员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议案。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上海雅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锦酒店”）、

上海扬子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扬子江”）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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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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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雅锦酒店 300.00 27.00 17.00 114.10 24.00 

由于公司产品甲磺酸伏美替尼已

于 2021 年获批上市，预计公司市

场部培训及会议发生频率较上年

增加 

租赁房屋 上海扬子江 200.00 15.00 20.88 87.66 15.00 

由于公司产品甲磺酸伏美替尼已

于 2021 年获批上市，公司营销团

队不断扩充，相应增加租赁的办公

场地 

（三）2020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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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雅锦酒店 500.00 114.10 受疫情影响，部分会议活动变更或取消 

租赁房屋 上海扬子江 80.00 8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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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上海雅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杜一灵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年 11月 2日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369号 2号楼、3号楼 

主营业务 酒店经营 

主要股东 上海扬子江 

最近一个年度的主要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末，总资产为 31,291,828.07 元，净资产为-

53,191.550.85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44,274,051.34元，净

利润为-19,058,221.43元。 

2、上海扬子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捷 

注册资本 1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年 9月 24日 

住所 崇明工业园区秀山路 28号 122室 

主营业务 工程施工 

主要股东 杜锦豪、祁菊夫妇 

最近一个年度的主要财

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末，总资产为 1,270,415,856.71 元，净资产为

632,088,834.57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725,901,728.59元，

净利润为 16,161,542.78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雅锦酒店 受同一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2 上海扬子江 受同一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公司依法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公司已就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了合

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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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雅锦酒店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其采购酒店住宿、餐饮等相关服务。

公司与上海扬子江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其承租商业办公用途房屋。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且所有交易均已订立书面协

议，交易价格皆按公允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已与雅锦酒店签署了框架协议 

协议签订日期：2021 年 1 月 1 日 

合同有效期：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服务内容：商务会议以及餐饮安排服务 

定价原则： 

（1）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各项服务和交易的定价应不偏离向任何独立第三

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2）甲方与乙方之间发生的日常支付应以实际发生的额度和费用标准进行。 

结算方式：付款和结算方式按照有关约定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2、上海艾力斯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已与上海扬子江签署了 2804、2805 室办公

室租赁合同 

协议签订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合同有效期：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租赁费：4.7 元/天/平方 

3、上海艾力斯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已与上海扬子江签署了 2803 室办公室租赁

合同 

协议签订日期：2020 年 9 月 23 日 

合同有效期：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2023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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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费：4.7 元/天/平方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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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商业惯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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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出席

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截止目前，

本次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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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7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沁  褚晓佳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