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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泰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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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惠泰医疗增加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进行了审慎核查，发布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现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在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础上拟增加对湖南瑞康

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瑞康通”）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1,500.00 万元。故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为 4,420.00 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 2022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2,920.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关联董事成正辉先生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以全票赞成表决通过了

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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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审阅了议案内容，并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同时，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一致同意该事项。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

了审议并一致同意该事项。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成正辉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

别 

原预计

2022 年

度金额 

本次拟增

加日常关

联交易金

额 

本次增加

后预计

2022 年度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年初

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

易金额 

2022

年度日

常关联

交易增

加原因 

1 
上海恺蕴经

贸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600.00 - 600.00 181.89 0.22 59.31 不适用 

2 湖南瑞康通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1,500.00 1,500.00 3,000.00 1,109.13 1.35 1,372.48 
业务需

求增加 

3 湖南瑞康通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170.00 - 170.00 95.68 16.43 65.36 不适用 

4 湖南瑞康通 
向关联人提

供研发服务 
600.00 - 600.00 324.61 55.75 26.41 不适用 

5 湖南瑞康通 
向关联人提

供加工服务 
15.00 - 15.00 4.44 0.76 10.72 不适用 

6 湖南瑞康通 
向关联人出

租房产 
35.00 - 35.00 28.40 4.88 7.65 不适用 

 合计  2,920.00 1,500.00 4,420.00 1,744.16  1,541.92  

注：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其中 2022 年 1-5 月关联交易金额未经审计。占同类业务

比例指 2021 年该类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占 2021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的比例。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恺蕴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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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2 年 8 月 14 日 

合伙期限至：2042 年 12 月 09 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叶新支线 310 号 1 幢一层 8109、8110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经营，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建筑装潢材料（除危险品）批

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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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彭阳初 100.00 100.00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3 年 12 月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成正辉持有其 40%股权；2016 年 11 月前，

成正辉担任其监事；成正辉的原股权代持人李俊在该公司任职；成正辉的姐夫彭

阳初持有其 100%股权，并担任上海恺蕴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恺蕴”）

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分公司负责人。 

上海恺蕴为公司电生理产品经销商，主要在华东地区进行销售，对公司整体

经营业绩影响较小。公司向上海恺蕴销售同类产品的价格与其他经销商无重大差

异。 

2、湖南瑞康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成正辉 

成立日期：2011 年 08 月 09 日 

合伙期限至：2041 年 08 月 08 日 

主要经营场所：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湘乡大道 009 号 3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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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凭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从事Ⅲ类：03-13-神经和心血管手

术器械-心血管介入器械；凭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电

子设备、医疗器械制造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公共软件服务；凭有效的备案文书

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进出口业务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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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占总出资额比例（%） 

1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38.6454 30.91 

2 南通惠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3.6388 11.28 

3 曾天 200.0000 18.25 

4 南通惠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0.5000 15.56 

5 姜泽华 150.0000 13.69 

6 姜兰 53.6667 4.90 

7 李昀展 50.0000 4.56 

8 尹周 9.1667 0.84 

合计 1,095.6176 100.00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成正辉担任湖南瑞康通董事长，且通过南通惠康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 2.82%的股权。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南埃普特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埃普特”）持有湖南瑞康通 30.91%股权。根据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湖南瑞康通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湖南瑞康通主攻神经介入医疗器械的研发，其研发过程中需要部分基础材料

及服务。目前，公司向湖南瑞康通销售半成品及原材料，并提供相应服务。 

2021 年度，湖南埃普特与湖南瑞康通签署租赁协议，约定湖南埃普特将其

位于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湘乡大道 009 号 11 号楼五楼（对应不动产权证号为湘

房权证湘乡市字第 0004653 号）、3 号楼一楼（对应不动产权证号为湘房权证湘

乡市字第 049425 号）两处区域租赁给参股公司湖南瑞康通用于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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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在过往的交易过程中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

就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

具有法律保障。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开展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会按照实际业务情况签

订具体交易协议，交易价格将严格秉承公平、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化公允价格

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不会导致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市场公允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增加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

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公司增加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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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炎林  褚晓佳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