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2-044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2022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与公

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

会产生不利影响。此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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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3日召开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郑坚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7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该议案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获得通过，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1）公司根据2021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2年生产经营计划，合理预计了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上限；（2）公司2022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

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3）董事会在

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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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 
2021年预计

发生的金额 

2021年实

际发生的

金额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采购 

商品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600 368.20 / 

销售 

商品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3,000 160.87 /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宁波泽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宁波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提供

医疗

服务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2,300 191.47 / 

宁波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接受

物业

服务 

宁波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100 1,732.05 / 

房屋 

租赁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2,200 577.61 /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合计  10,200 3,030.20  

 

（三）本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0,2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22年预

计发生的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2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2年预计金额与2021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采购 

商品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600 - 4.45 368.20 0.09 / 

销售 

商品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3,000 - 111.34 160.87 0.03 /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宁波泽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 

宁波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

公司 

提供 

服务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2,300 - 14.51 191.47 0.14 / 

宁波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

公司 

接受 

服务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2,100 - 659.00 1,732.05 1.60 /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宁波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租赁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2,200 - 165.31 577.61 13.38 / 

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

公司 

合计  10,200  954.61 3,030.20 /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坚江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明州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电子元件、通信终端设备、五金塑料件、汽车配件的制造、加工、

销售及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机电设备、

化工原料、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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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宁波元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5%、宁波元和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35% 

关联关系：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870,466.05 万元、净资产 376,863.53

万元；2021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 394,121.61 万元、净利润 12,440.96 万元。（上述数

据未经审计） 

2、宁波泽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吴煜 

注册地址：宁波鄞州工业园区（鄞州区姜山镇新张俞村）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装潢板材、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

件、五金建材的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股权结构：泽凯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1,956.42 万元、净资产 31,933.61 万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90b4e7859c/ac4b90a9-10cc-4495-bbcd-0ef4730a288a


元；2021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03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5.575亿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水街11号307室 

经营范围：医疗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 

股权结构：宁波开云丰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4.13%，宁波奥

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4.08%，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79% 

关联关系：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公司子公司宁波奥克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在宁波奥克斯开云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克斯开云”）

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了 1 名委员，应认为公司对奥克斯开云具有重大影响，故奥

克斯开云为公司关联方。 

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52,923.00 万元、净资产

127,603.13 万元；2021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265.91 万元。 

4、宁波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2亿元 

法定代表人：黄若愚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潘火桥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室内外装潢服务；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自有房屋租赁；建筑工程管理服务；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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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宁波奥克斯丰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 535,115.29万元、净资产362,616.64万元；

2021年该公司营业收入1,519.60万元、净利润129,591.10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5、宁波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江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57号303室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停车服务；仓储服务；楼宇智能化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房屋修缮工程、防腐工程、防水工程、水电安装工程

的施工；办公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服饰、五金交电、汽车配件、

汽车用品、水暖器材、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食品经营；票务代理；二手房经纪；

房地产销售代理；石材养护；外墙清洗；供水设施维护；绿化养护；市政设施养护；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建筑垃圾清理；道路保洁；河道

保洁；酒店管理；餐饮管理；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广告设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场地租赁；代收水电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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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宝星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3,391.22 万元、净资产 16,328.60 万

元；2021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 31,554.10 万元、净利润 4,342.60 万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二）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企业规模较大，经济效益和资信情况良好，根 

据其财务指标分析，具备完全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采购及销售商品、接受物业服务、

提供医疗服务、出租及租赁厂房等。 

 2、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在认真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

则和市场化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四、该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基于正常经营活动需要而产生，优势

互补，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和市场化的原则，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有积极而长远的影响，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交联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三星医疗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其他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