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2-049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及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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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由于国内部分地区突发疫情，公司与个别关联方在2022年度1-6月实际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2022年度预计金额，公司拟对该等超额日常关联交易予以

追认。同时依据本年度实际发生情况，增加2022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追认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7 票、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审议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辉先生、陈政先生、胡震宁先生已回避表决。 

2022年5月25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22年8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及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政先生及胡震宁先生已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由于国内部分地区突发疫情，公司与个别关联方在2022年度1-6月实际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2022年度预计金额，公司拟对该等超额日常关联交易予以追

认。同时依据本年度实际发生情况，增加2022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二、本次追认及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原 2022 年

度预计金

额 

1-6 月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增加

预计金额 

增加后

2022 年度

预计金额 

差异原因 

向关联

方采购

商品 

苏州润赢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 
4,500.00 2,576.56 1,000.00 5,500.00 

 

武汉海吉力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600.00 2,721.74 4,400.00 5,000.00 

受疫情影响,

相关产品采

购增加 

小计 5,100.00 5,298.30 5,400.00 10,500.00  -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润达融迈（杭州）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 769.67 900.00 2,500.00   

合肥市天元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500.00 471.52 500.00 1,000.00   

小计 2,100.00 1,241.19 1,400.00 3,500.00  - 

合计 7,200.00 6,539.49 6,800.00 14,000.00  - 

注：1-6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天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市天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52952717E 

成立时间：2003年7月1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玉友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

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资产 

负债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8,855 6,745 2,109 76.18% 11,687 -98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6 月/ 
8,981  6,804  2,177 75.76% 5,839 68 

2022 年 6 月 30 日 

注：2021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合肥天元 19.6%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天元 29.4%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政先生兼任合肥天元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二）润达融迈（杭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达融迈”）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润达融迈（杭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J0XYC21 

成立时间： 2020年8月24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2室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薛英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

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资产 

负债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312 1,571 741 67.94% 2,694 -138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6 月/ 
2,700 1,893  807  70.11% 1,755 30  

2022 年 6 月 30 日 

注：2021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润达融迈 40%股权，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胡震宁先生兼任润达融迈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三）苏州润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润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润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MTQLM1F 

成立时间： 2016年9月5日 

公司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路168号建胜产业园3幢103室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廖伟生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资产 

负债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42,935 21,484 21,451 50.04% 56,861 4,077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6 月/ 
45,739 22,918 22,821 50.11% 29,367 1,370 

2022 年 6 月 30 日 

注：2021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苏州润赢 35%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政先生兼任苏州润赢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四）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海吉力”）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562330319A 

成立时间： 2010年10月21日 

公司住所：武汉东湖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858 号生物医药园二期 A82-1 栋 

注册资本：3,080.9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平锋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

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资产 

负债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550 1,297 1,252 50.89% 2,593 45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6 月/ 
10,022 4,795 5,228 47.84% 9,915 3,975 

2022 年 6 月 30 日 

注：2021 年度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武汉海吉力 3.25%股权，公司原副总经

理仝文斌先生兼任武汉海吉力董事。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

约定的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追认及增加的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为满足公

司正常经营所发生的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相关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

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

开展和执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 

该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

确定，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为原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完

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上述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该等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经营。该关联交易价

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符合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和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公司

经营，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亦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

案。 

 

八、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持续经

营和日常管理中，必要的日常业务往来，同时也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成本，并获

得便利、优质、稳定的服务；公司与关联方交易时按照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主要依赖。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批准。 

 

九、上网文件 

1、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十、备查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