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江苏诺泰

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公司”、“上市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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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对诺泰生物

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交易方为参股公司新博思（公

司持股 15%）、华贝药业（公司持股 11%），关联交易类别为向关联人销售货物

及提供服务、向关联人采购货物及接受服务，预计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3,000万

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新增 2022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已发生金

额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

告日已发生

金额

2021 年

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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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销

售货物及提

供服务

新博

思
200.00 0.31% 108.79 0 16.04 0.02% /

向关联人采

购货物及接

受服务

新博

思
1,800.00 3.98% 417.10 0 335.51 0.07%

根据产品研发不

同阶段进行采购

向关联人销

售货物及提

供服务

华贝

药业
1,000.00 1.55% 594.17 0 3,000.00 4.66%

本次为向关联方

销售货物，上年为

向关联方提供服

务

注：



1、新博思与华贝药业在 2021 年度未构成公司关联方。2022 年 6 月 28 日，公司投资并

持股华贝药业 11%股权后将华贝药业认定为关联方；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将持

有新博思 45%的股权对外转让完成后将新博思认定为关联方。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

公告日已发生金额均在未认定为关联方时发生。

2、2022 年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2022 年预计金额/2021 年度同类业务发生额。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724503447F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桥梁

注册资本：2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 8月 11日

营业期限：2000年 8月 11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378号 A座 3层

经营范围：服务：生物医药、精细化工产品、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动植物

提取物、实验器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批发、零售：

电子产品（除专控），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股权结构：浙江众成医药有限公司持股 45%，宁波鼎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 40%，诺泰生物持股 15%。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26.83 2,804.97

负债总额 3,556.66 2,948.50



资产净额 -1,129.83 -143.53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636.58 762.91

净利润 -986.30 -1,471.23

注：上述 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浙江华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MA28T6AY4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钱王科

注册资本：2,809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5月 24日

营业期限：2017年 5月 24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街道福城路 291号 4-401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

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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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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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1 浙江和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

2 王红燕 20%

3 钱王科 18%

4 上海盘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3%

5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6 丽水贝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合 计 100%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793.63 4,574.47

负债总额 2,013.10 3,895.64

资产净额 4,780.53 678.84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981.17 704.25

净利润 171.76 -116.77

注：华贝药业 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博思与华贝药业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新博思 15%股权，持有华贝

药业 11%股权。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认定新博思和华贝药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本次新增预计 2022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新博思和华

贝药业销售货物及提供服务，及向新博思采购货物及接受服务。相关交易价格遵

循公允定价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情况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

展情况与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以及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要而开展的，具有必要性。关联交易在正常市场交易条件的基础上进

行，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

此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2年度公司与新博

思及华贝药业新增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 3,00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22 年度，公司预计与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和浙江华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累计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的需要，有利于提升经营效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战略。该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

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

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相

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本次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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