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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所需，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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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1月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130.00万元。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对2022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日常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原2022年

度预计额

度 

本次拟增加

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 

本次调整后

2022年度预

计额度 

2022年1月1

日至12月20

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增加的原

因 

销售产品、

提供劳务 

上海宾得

澳华医疗

器械有限

公司 

1,000.00 — 1,000.00 797.82 - 

杭州康锐

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 

1,100.00 400.00 1,500.00 1,400.70 业务需求增加 

关联人租赁 

杭州富阳

冯氏金属

制品有限

公司 

30.00 - 30.00 27.52 - 

合计 2,130.00 400.00 2,530.00 2,226.04 - 

注：1、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且未经审计。 

2、除此之外，公司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20日与上海昆亚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

事周瑔担任董事的公司）发生少量关联交易，合计为1,380.53元。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3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2年1月1日

至12月20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

2022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上海宾得澳华

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1,200.00 3.95 797.82 2.63 - 

杭州康锐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 
1,450.00 36.31 1,400.70 35.07 业务需求变化 

小计 2,650.00 40.25 2,198.52 37.70 - 

关联人租

赁 

杭州富阳冯氏

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50.00 3.42 27.52 1.88 - 

小计 50.00 3.42 27.52 1.88 - 

合计 2,700.00 - 2,226.04 - - 



注：1、以上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且未经审计； 

2、占同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1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上海宾得澳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宾得澳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GBRM668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旺路5号1幢C座3楼东 

法定代表人 KANAI MAYUMI 

经营范围 

III、II类：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植入类医疗器械除

外）、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机械设备及相关

零配件、原辅材料、以及仪器仪表、计算机、汽保设备的批发、进出

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以及提供上述产品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

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III、II类：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

镜设备（植入类医疗器械除外）、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科研设

备、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办公设备及附带软件的租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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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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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100万美元 

股权结构 

名称 股权比例（%）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33.33 

HOYA株式会社 66.67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14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2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5,462,608.98元，净资产为

22,410,558.93元，营业收入为6,909,977.61元，净利润为2,191,457.46

元。（未经审计） 

 

2、杭州康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 杭州康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3341885257X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观前村外周公坞99号第1幢4楼 

法定代表人 曹军 

经营范围 销售:第Ⅰ类、第Ⅱ类医疗器械。 



注册资本 6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名称 股权比例（%） 

曹军 70 

赵笑峰 30 

成立日期 2015-05-29 

经营期限 2035-05-28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 24,728,172.46元，净资产

13,775,017.86元，营业收入8,295,141.19元，净利润1,393,041.52元

（未经审计） 

3、杭州富阳冯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杭州富阳冯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37792972302 

注册地址 杭州富阳区银湖街道观前村周公坞 

法定代表人 赵笑峰 

经营范围 小五金加工。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名称 股权比例（%） 

赵笑峰 99 

赵笑军 1 

成立日期 2005-11-08 

经营期限 2025-11-07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2年 6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384,367.82元，净资产为

5,922,099.97元，营业收入为356,058.27元，净利润为-27,197.41元。

（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序号 关联人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1 上海宾得澳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股33.33% 

2 杭州康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富阳精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富阳精锐”）的少数股东赵笑峰参股并担任监事

的企业 

3 杭州富阳冯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富阳精锐的少数股东赵笑峰持有其99%

股权并担任其法定代表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公司将就2023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上述关联人签署合同或协议并

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2023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相关关联方销售内窥

镜设备、耗材产品等、以及相关房屋租赁，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程序合法合规，与

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定价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系参考同类

业务的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

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

业务的发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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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2023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相关关联方基于经营需要采购

公司产品，以及公司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向相关关联方租赁房屋，该等关联交易均系在公

平、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

关系，在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相关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此事项不须经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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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生重大依赖。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公司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