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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贝因美”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等的要求，对贝因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

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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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将向关联方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1,470.00 万元，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采购产品、提供租赁、

接受劳务、提供捐赠等。 

关联董事谢宏、张洲峰回避了表决。 

本次 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原

则 

2022 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2021年 1-12月

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 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 婴童用品 协议价 22,000.00 1,9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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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采购

产品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原料 协议价 19,000.00 8,125.34 

小计   41,000.00 10,087.71 

向关联

人提供

租赁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参考市

场价 
20.00 14.38 

小计   20.00 14.3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服

务） 

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 仓储服务 
参考市

场价 
130.00 60.85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特许权使

用 

参考市

场价 
80.00 16.35 

小计   210.00 77.20 

向关联

人提供

的劳务

（服务）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特许权使

用 

参考市

场价 
40.00 2.55 

小计   40.00 2.55 

向关联

人提供

捐赠 

浙江省谢宏公益基金会 婴童食品 
参考市

场价 
200.00 109.14 

小计   200.00 109.14 

合计   41,470.00 10,290.98 

（三）上一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不含税）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1-12 月实际

发生额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1-12 月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

公司 
婴童用品 1,962.37  3,500.00  1.75  -1,537.63  

宁波妈妈购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美礼卡 103.20  200.00  0.09  -96.80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原料 8,125.34  22,500.00  7.27  -14,374.66  

Darnum Park Pty Ltd 基粉 11,386.96  15,000.00  10.18  -3,613.04  

小计   21,577.87  41,200.00  19.29  -19,622.13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宁波妈妈购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婴童食品 126.15  500.00  0.07  -373.85  

小计   126.15  500.00  0.07  -373.85  

向关联人

提供租赁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14.38  50.00  0.82  -35.62  

小计   14.38  50.00  0.82  -35.62  

接受关联 宁波妈妈购网络科技有 订单服务 531.19  1,080.00  2.34  -5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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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的

劳务（服

务） 

限公司 

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

公司 
仓储服务 60.85   0.27  60.85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培育费用 94.34  100.00  0.42  -5.66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特许权使用 16.35  20.00  0.07  -3.65  

小计   702.72  1,200.00  3.10  -497.28  

向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服务）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特许权使用 2.55  3.00  0.34  -0.45  

小计   2.55  3.00  0.34  -0.45  

向关联人

提供捐赠 

浙江省谢宏公益基金会 婴童食品 109.14  - 69.81  109.14  

小计   109.14  -    69.81  109.14  

合计   22,532.81  42,953.00   -20,420.19   

与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金额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 

2022 年预计与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 2.20 亿元，

较 2021 年大幅增加，主要原因如下： 

（1）纸尿裤与奶粉用户群的粘连度高，是宝宝的刚需产品，顾客

接受度高，利于促进奶粉销售。自有品牌贝因美和 beingmate品牌

的纸尿裤更容易被贝因美奶粉客户认同及接受。 

（2）纸尿裤使用日本瑞光生产线，产品品质好，有 KITTY的 IP授

权，产品颜值高，深受年轻妈妈的喜爱。 

（3）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除纸尿裤产品外，还拥有湿巾、

棉柔巾、水杯、奶瓶等母婴用品的开发能力，可以定制贝因美及

beingmate等品牌的相关产品，有优质的生产及供应链资源；且其

与三利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用品的品类开发上可以扩展使用

KITTY等多人物 IP形象授权，更有利于贝因美品牌的推广和渗透，

同时也能更好满足奶粉消费者对赠品多元化的需求，以及奶粉合作

伙伴对母婴用品多品类合作的需求。 

（4）公司采购的用品主要用于满足以下需求：一是公司日常的促

销；二是满足合作门店销售贝因美纸尿裤的需求；三是满足多个战

略级客户、大客户销售贝因美纸尿裤从而扩大其自身 2022 年营收

的需求。合作门店及战略客户、大客户与纸尿裤工厂不熟悉，其希

望在与公司合作奶粉等营养食品的同时，一并统筹满足业务合作需

要。公司可一方面可以更好服务客户，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营收。 

因 2022年业务增长需要，公司相应的促销品金额也将同步增长（相

对奶粉销量增长比率减少）。合作门店及战略客户、大客户与公司

合作业务的增长，以及其对纸尿裤等用品品类合作需求的增长，导

致公司今年与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预计交易额的较大增长。 

（5）由于公司产地有限，公司拟租用比因美特位于杭州市临平区

南公河路 2号的仓库约 3000平方米（立体库按存放托盘数折算成

平面仓库报价），用于存放公司的商品和相关物资。 

与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交易变动较

大的主要原因 

按照公司业务规划发展，公司 2022年将向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采购包括脱盐乳清粉（D90、D70）、浓缩蛋白粉、乳铁蛋

白、进口 ARA/DHA、乳糖等海外进口产品，涉及金额不超过 1.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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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在全球资源开发、运营方面较公司有更大优

势，多年经营进口美国、欧洲乳清等乳制品原料业务，在原料采购

方面比公司有更明显的议价能力和采购经验。公司向贝因美集团采

购相关原料将严格遵守公司的《商务谈判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

度》、《招标管理办法》等制度，在采购过程中将严格遵循公司采购

流程。 

注：①以上金额均不含税。上述关联交易预计的披露索引详见 2021 年 1 月 7 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②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总体执行情况及经审计数据将在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洲峰 

注册资本：21,274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3758 号 15 楼 

主营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经营范围：高科技开发及咨询，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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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服装、玩具、日用百货、机械设备、办公用品、初级食用

农产品（除食品、药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化肥、

燃料油、润滑油、纺织化纤原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橡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纸制包装品、塑料制品、五金交电、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棉花、家用电器、数码产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

通讯设备、机电产品、中央空调；安装、维修：机电产品、中央空调（限上门服

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应用服务；物业管理；日用品出租；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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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

经营）；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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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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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贝因美集团总资产为 259,794.56 万元，净资产为

79,962.72 万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0,000 万元，净利润 850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达新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公河路 2 号 

主营业务：婴儿产品及服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

生产；医用包装材料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

用杂品制造；母婴用品制造；日用百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

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

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日用

杂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日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

发；食用农产品零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橡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肥料

销售；广告设计、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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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

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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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5,229.63

万元，净资产为 9,327.25 万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500 万元，净

利润 70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浙江省谢宏公益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陈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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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 1 号 10 幢 

主营业务：扶助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参与扶贫工作；资助贫困的学龄儿童，

青少年完成学业；开展救灾活动；资助残疾和病患人群。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1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2 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公司 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3 浙江省谢宏公益基金会 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为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若无市场价格，则按照成

本加成定价（市场价格是指以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为准确定

的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及费率；成本加成价是指在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

加一定的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及费率）。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定价均按

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

务关系，对公司的市场拓展及品牌的渗透、强化将起到积极作用，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

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在董事

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认可了上述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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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提醒上市公

司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开展关联交易，严格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切

实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贝因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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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2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 志                     杨伟朝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