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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瑞医疗”）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日常经

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2 年度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华德欣润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德欣润”）及其关联方拟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进行了预计。 

公司 2022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

在上述已审议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基础上，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拟与华德欣润及其关联方新增发生销售金额不超过 2.5 亿元的

交易。 

华德欣润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宋清、董事秦锋在华德欣润关联单位任

职，上述人员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董事兼总经理王学敏自 2022 年 9 月起从华

德欣润关联方离任已满 12 个月，因本议案部分内容涉及 2022 年度内关联交易事

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王学敏先生在审议时仍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尚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后的类别及预计金额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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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在上述预计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

人及其关联方内调剂使用，具体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2、根据合同的具体履约情况，在总预计金额不变的前提下，结合公司产能及市场情况，

2022年预计的交易金额可能与 2023年度期间预计金额相互调剂使用。 

三、关联人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1、深圳市华德欣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华德欣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 2700 号华润金融大厦 9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华润大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215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4 年 02 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88352878T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企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营业期限 2014 年 02 月 19 日至 2025 年 7 月 27 日 

（二）主要财务数据 



2022 年前三季度华德欣润净利润为 2,102.71 万元人民币，总资产

186,301.76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138,299.33 万元人民币，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三）关联关系说明 

华德欣润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华德欣润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履约能力分析 

华德欣润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二区 9 号楼-1 至 11 层 101 内 9 层 01-10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兴凯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06 年 02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855338182 

经营范围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03 日）；销售医疗器械（Ⅰ、

Ⅱ类）、化妆品、办公用品、日用品；劳务服务（不符合家政服务通用

要求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承办展览展示；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维修机械设备、医疗器械、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销售汽车、计生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会议服务；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营业期限 2006 年 02 月 14 日至 2076 年 02 月 13 日 

（二）主要财务数据 

2022 年 9月 30 日，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净利润为 1,706.54

万元人民币，总资产 142,970.14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103,625.25元人民币，营

业收入 53,125.0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说明 

华德欣润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华德欣润及其关联方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其子公司等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履约能力分析 

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核查，其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今，公司与华德欣润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5,705.34万元。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涉及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均为日常经营业务往来。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合同标的：整体化实验室、血球分析、生免流水线等（含多种型号）； 

2、合同标的销售金额：具体以实际销售情况为准，累计金额不得超过公司

股东大会审批范围； 

3、交易价格：根据同类业务的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4、生效条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5、相关合同有限期：不超过一年（含一年）。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交

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定价公平、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也不会因该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七、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已经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经审查，我们认为该议案所调整的关联

交易预计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本次交易

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