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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州瑞松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松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对瑞松科技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对各关联方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进行了表决，表决时相应

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该议案获得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在董事会上发表明确的独

立意见：公司预计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平、自愿

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公司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的交易事项。 

公司监事会已就该事项形成了决议意见：公司2023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公司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

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1,680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则，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 额

（未经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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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购买

原材料 

北斗（天津）

夹具装备有

限公司 
200.00 0.27 0.00 79.47  0.11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天津日北自

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500.00 0.68 0.00 336.82  0.46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广东省机器

人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 
200.00 0.27 0.00 30.97 0.04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武汉华锋惠

众科技有限

公司 
10.00 0.01  0.00 0.00 0.00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天津日北自

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300.00 0.42 0.00 169.76 0.24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广东省机器

人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 
200.00 2.65  0.00 70.80  0.94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广州载德自

动化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50.00 0.66  0.00 0.00 0.00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武汉华锋惠

众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1.32  0.00 0.00 0.00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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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广东省机器

人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 
20.00 23.93 0.00 4.52 5.41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租赁 
广州单色科

技有限公司 
50.00 59.83  0.00 0.83  0.99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其他 
广州御德居

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50.00 7.83 0.00 31.03 4.86 

预计 2023年
业务量增加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2021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

务数字。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北斗（天津）夹具

装备有限公司 
200.00 79.47 

因交易金额基数较低导致

差异比例较大 
天津日北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500.00 336.82 

因交易金额基数较低导致

差异比例较大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天津日北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300.00 169.76 

因交易金额基数较低导致

差异比例较大 

其他 
广州御德居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50.00 31.03 

因交易金额基数较低导致

差异比例较大 

租赁 
广东省机器人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20.00 4.52 

因交易金额基数较低导致

差异比例较大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广东省机器人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0.00 30.97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广东省机器人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0.00 70.80   

租赁 
广州单色科技有限

公司 
0.00 0.83 报告期内新增关联方 

注：2022 年度公司向广东省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购买商品 30.97 万元，销

售产品、商品 70.80 万元，与广州单色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租赁金额 0.83 万元，

均低于 300.00 万元，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无需董事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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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御德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名称 广州御德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股权结构 李学艺持有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李学艺 
实际控制人 李学艺 
成立时间 2014年 8月 21日 
主要经营地 广州市 
注册资本 100万元 

主营业务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文化艺术咨询服务;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艺（美）术创作服务;文艺创作服务;非酒精饮料、
茶叶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酒类零售;酒类批发;非酒精
饮料及茶叶零售; 烟草制品零售 

财务数据 无法取得该公司的财务数据 

2.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孙志强配偶李丽霞之胞弟李学艺持股 100%的公司，李学

艺任关联方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二）北斗（天津）夹具装备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名称 北斗（天津）夹具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7月 25日 
注册资本 120万美元 
注册地址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大寺工业园津荣道 17号 
法定代表人 内田有红 
实际控制人 吉田正之 

经营范围 

汽车焊接、装配夹具、检具及其相关的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制造、安

装、销售；汽车制造用的专用机器（搬送、涂敷、控制、电装、折边等

机械）的制造、维修及进出口和批发、零售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

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商品，

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劳务服务；工业设

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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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 无法取得该公司的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美元） 持股比例 

吉田竜志郎 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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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株式会社 88.8 74% 
HOKUTO SYSTEM 株式会社 24 20% 

合计 120 100% 

2. 关联关系 

关联方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瑞松北斗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13.62%的股

权。 

（三）天津日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日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2月 22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 10号 A1 座 
法定代表人 小岛敏生 
实际控制人 吴祥新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经营范围 自动化设备、汽车验具、焊接夹具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控制系统的

设计、制造、安装、销售；油压机器、涂敷机器、控制机器、电

装机器、搬送机器、工作用夹具、压力机、压着机装置的制造、

修理及进出口的批发、零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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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 无法取得该公司的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吴祥新 1,500 75% 
小岛敏生 500 25% 
合计 2,000 100% 

2. 关联关系 

关联方法人代表及副董事长小岛敏生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瑞松北斗汽

车装备有限公司 10.22%的股权。 

（四）广东省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省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 12月 6日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38号（2 栋）二楼、五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 杨煜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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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 无实控人 

经营范围 

机器人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机器人系统技术服务；人工智能算法软

件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智能电气设备制造；智能机器系统生产、销

售及技术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物联网技术研究开发和技术检测；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新材料技术咨询、交流服务；

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无人机系统技术服务；软件零售，软件开发，软

件测试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技术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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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 
2021年总资产 4,110.10万元，净资产 2,604.59万元，收入 85.45万元，

净利润 38.48万元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明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0 21% 

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600 20%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00  20% 

瑞松科技 570 19% 

巨轮（广州）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240 8% 

广州盛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0 3%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3% 

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0 3%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2% 

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 30 1% 

合计 3000 100% 

2. 关联关系 

公司参股子公司，瑞松科技直接持有广东省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19%的

股权。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郑德伦先生担任其董事。 

（五）广州载德自动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名称 广州载德自动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12月 25日 
注册资本 2,888.05万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峻岚街 7号 613 室自编 02号 
法定代表人 刘凌霄 
实际控制人 刘凌霄 

经营范围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通用机
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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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机械工程设计服务;软件开发;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 
财务数据 无法取得该公司的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息壤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83.69 38.16414% 

刘凌霄 737.86 25.9851% 
广州市原点则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7 12.57242% 

广州建木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21.45 11.32046% 

广州惟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8.71 9.11095% 

何凡 80.84 2.84693% 
合计 2,888.05 100% 

2. 关联关系 

公司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之子基金广州惟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该公司9.11095%的股权。 

（六）广州单色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名称 广州单色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22年 6月 29日 
注册资本 561.7978万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 188号 
法定代表人 乔磊 
实际控制人 乔磊 

经营范围 
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工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专业设计服
务;;电气安装服务;特种设备设计; 

财务数据 无法取得该公司的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乔磊 275 48.95% 
深圳市凝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 26.7% 

柯磊 75 13.35% 
广州惟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179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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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鲸鲨星际探索科技有限公司 5.618 1% 
合计 561.7978 100% 

2. 关联关系 

公司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之子基金广州惟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 

（七）武汉华锋惠众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名称 武汉华锋惠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3年 12月 2日 
注册资本 129.3104万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41号现

代·国际设计城三期 6 栋 18 层 05 室（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 柳玉起 
实际控制人 柳玉起 

经营范围 

从事经营机械、电子计算机领域内的产品开发、软件硬件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的开发、销

售；计算机及耗材、电子产品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财务数据 无法取得该公司的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华博众诚技术咨询（武汉）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1.72416 40% 

柳玉起 31.034496 24% 
瑞松科技 25.86208 20% 
华博众志技术咨询（武汉）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689665 16% 

合计 129.3104 100% 

2. 关联关系 

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20%的股权。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郑德伦先生担任其

董事。 

（八）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

况良好。公司将就2023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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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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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原材

料和商品、销售产品、商品，租赁业务及其他。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自愿、公平

和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情况价格确定。其中，确定关联销售价格还综合考虑具

体产品的规格型号指导和客户定制需求等方面因素。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与上

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符合正常商业

逻辑及公平原则，在双方平等协商达成的交易协议的基础上实施，交易条件及定

价公允，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进

行上述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公司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截至目前，上述公司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