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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阳

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诺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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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对阳光诺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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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诺和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利虔先生、刘宇晶先生、陈巧女士、张颖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出席会议的监事一致表决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

会上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基于自愿、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市场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提交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 2022 年发生的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基于自愿、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市场化，

未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公司对 2023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正常的业务发展需要，定价符合市场

化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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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的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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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2022 年预计签订

合同金额 

2022 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2 年签订合

同金额 

2022 年实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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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120.00 140.00 51.25 98.75 / 

小计 120.00 140.00 51.25 98.75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2.00 2.00 0.33 0.33 / 

小计 2.00 2.00 0.33 0.33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306.70 176.10 因原预计委托加工项目调整所致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200.00 200.00 373.00 22.80 因原预计委托加工项目调整所致 

小计 1,000.00 1,000.00 679.70 198.90 /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包含子公司安徽百奥

药业有限公司） 

9,549.00 6,231.39 7,583.62 5,678.61 /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发有限

公司 
0.00 70.00 0.00 420.50 

该项目为以前年度存量项目，因

提前完成预计项目节点所致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975.00 790.29 975.00 689.63 /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79.00 63.40 42.41 48.81 / 

小计 10,603.00 7,155.08 8,601.03 6,83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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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725.00 8,297.08 9,332.31 7,135.54 / 

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本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再作为关联方披露。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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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 

本次预计签

订合同金额 

本次预计发生

金额 

预计发生金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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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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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

公司 
150.00  140.00  3.46  0.00 98.75  2.44  

受业务规模扩大影

响，因此原材料需

求量有所增加。 

小计 150.00  140.00  3.46  0.00 98.75  2.44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

公司 
5.00  5.00  23.60  0.00 0.33  1.56  / 

小计 5.00  5.00  23.60  0.00 0.33  1.56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

公司 
800.00  800.00  2.66  0.00 176.10  0.58  

受业务规模扩大影

响，因此委托加工

需求量有所增加。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600.00  600.00  1.99  0.00 22.80  0.08  

受业务规模扩大影

响，因此委托加工

需求量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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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400.00  1,400.00  4.65  0.00 198.90  0.66  /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包含子

公司安徽百奥药业

有限公司） 

7,962.80  6,984.69  10.33  1,267.44 5,678.61  8.40  /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

发有限公司 
638.00  272.00  0.40  2.88 420.50  0.62  /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0.00  495.37  0.73  13.87 689.63  1.02  /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

公司 
320.00  132.00  0.20  0.00 48.81  0.07  

预计新增委托研发

项目，导致 2023 年

确认收入额增加。 

小计 8,920.80  7,884.06  11.66  1,284.19 6,837.55  10.11  / 

合计 10,475.80  9,429.06  - 1,284.19 7,135.54  - - 

注 1：上表中本次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公式的分母为 2022 年同类业务支出或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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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101146762F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彦龙 

经营范围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中成药加工；中药材

加工；生物制品制造；化学试剂制造；营养保健品制造；经济信

息咨询；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的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

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5,5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5 年 1 月 19 日 

营业期限 至 2045 年 1 月 18 日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29 号 101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29 号 101 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 
北京朗研生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2、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名称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37855985072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彦龙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技术进出口；保健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保健

食品销售；化妆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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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卫

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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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商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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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至 2036 年 3 月 28 日 

住所 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 237 省道 1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 237 省道 18 号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 
北京朗研生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3、合肥市未来药物开发有限公司 

名称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21730023300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徐丙万 

经营范围 

药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消毒剂、卫生用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生物技术研发；日化用品、洗涤剂及研发、生产及销售；医药、

医疗设备、食品配方研究；医疗器械研发、生产与销售；中药材

种植开发；信息咨询服务及健康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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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4 日 

营业期限 至 2031 年 7 月 3 日 

住所 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凤麟路 19 号 3 幢 

主要办公地点 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凤麟路 19 号 3 幢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 
西藏未来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4、安徽美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500MA8NK7E69N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赵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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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药品委托生产；成人情趣用品制造（不含药品、医疗

器械）；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销售代理（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

可项目：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

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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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 2,191.75 万元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路 399 号 D 栋 205-208 室 

主要办公地点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路 399 号 D 栋 205-208 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 
赵建军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关联关系 

1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利虔控制的其他企业 

2 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利虔控制的其他企业 

3 合肥市未来药物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颖担任董事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 安徽美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童元峰的配偶担任董事的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

约能力，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对公司结算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公

司及子公司将就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订单合同

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依据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书面要求向其提供药物研究技术

服务、向其采购药物验证性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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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研发需要，公司向关联方江苏永安制药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及药物

验证性生产服务，按其书面要求向其提供药物研究技术服务、销售商品。 

3、公司依据合肥市未来药物开发有限公司的书面要求提供药物研究技术服

务。 

4、公司依据安徽美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要求提供药物研究技术服务。 

（二）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已经保持稳定的商业关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

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价依据。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计算。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

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和关联方之间的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对于公司巩固市场、提高经营能力以及促进效益增长有着积极的作

用。关联交易双方以平等互利、相互协商为合作基础，参考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协

商定价，制定合同条款，结算时间和方式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等不会因该等关联交

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

明确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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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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和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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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同意上述阳光诺和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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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于  洋   于春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