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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作

为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新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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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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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1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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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公司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司从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为 200万元。预计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出租房屋的关联交易为 2730 万元。关联董事 Zheng 

Anmin（郑安民）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有关 2022 年公司预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系实际经营

业务开展所需，有利于公司与相关关联人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更好地

开展主营业务。关联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允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业务也

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 2022年度与 Suprema 集团、美国飞锐光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国飞锐”）及参股子公司国药新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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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青岛国健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健海泰”）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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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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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ema

集团- 

Suprema 

ID Inc. 

100.00 0.92 9.78 65.98 0.62 不适用 

小计 100.00 0.92 9.78 65.98 0.62 /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Suprema

集团- 

Suprema 

ID Inc. 

1400.00 3.53 45.81 891.61 2.88 

与 Suprema 的关联交易主

要是针对国外市场的指纹

仪产品，2019 年新冠疫情

发生前，向对方的销售额

约为 1800 万元；2020-

2021 两年受国外疫情影

响，业务量减少较大。2022

年，随着国外疫情情况的

变化，指纹仪市场出现恢

复的态势，预计比 2021 年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 

美国飞锐 600.00 1.51 74.88  531.79 1.72 不适用 

国药新光 700.00 1.77  0.00  0.00 0.00 2022 年新发生业务 

小计 2700.00 6.82 120.69 1423.40 4.60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国健海泰 100.00 12.69 10.00 93.07 10.96  不适用 

小计 100.00 12.69 10.00 93.07 10.96 / 

其他 
国健海泰  30.00 100.00  1.00  5.86 100.00 不适用 

小计  30.00 100.00  1.00  5.86 100.00 / 

合计   2930.00  / 131.47 1588.31  / /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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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ema

集团-

Suprema 

ID Inc. 

70.00 65.98 不适用 

小计 70.00  65.98 /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Suprema

集团-

Suprema 

ID Inc. 

1000.00  891.6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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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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飞锐  600.00  531.79 不适用 

苏州国科

美润达医

疗技术有

限公司 

 300.00  0.00 
2020 年年末双方已不再属

于关联方关系 

国健海泰  300.00  0.00 

公司原计划 2021 年由国健

海泰针对特定医疗机构销

售公司整机产品，由于整

机的生产许可比预期晚，

未达成销售计划。 

小计 2200.00 1423.40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国健海泰 100.00  93.07  不适用 

小计 100.00  93.07  / 

其他 

美国飞锐  70.00  60.13 不适用 

国健海泰  30.00  5.86 不适用 

小计  100.00  65.99 / 

合计   2470.00 1648.44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 Suprema集团-Suprema ID Inc. 

企业名称 Suprema ID Inc. 性质 上市企业 

法定代表人 Park BoGun 注册资本 - 

主要股东 Suprema HQ 58.57% 

住所 37, Sagimakgol-ro 62beon-gil, Jungwon-gu, Seongnam-si, 

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经营范围 1.计算机外围设备的制造和销售 2.计算机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的制造

3.软件研发和制造 4.进出口业务 5.互联网信息和通信业务 6.互联网

信息家用电器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7.医疗设备生产和销售业务 8.房地产

租赁业务 9信息和通讯建设业务 10.属于上述各节的所有子公司 

总资产 47,660,256,682 韩元 净资产 45,015,048,144 韩元 

主营业务收入 14,518,263,633 韩元 净利润 3,254,550,216 韩元 

2. 美国飞锐光谱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Foreal Spectrum, Inc. 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Baorui Gao 法定资本 980.5 万美元 

主要股东 Anmin Zheng、Liang Zhou、Hanyao Chen 

住所 2370 QUME DRIVE,SUIT A，SAN JOSE.CA 95131 

经营范围 光学器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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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岛国健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青岛国健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宇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主要股东 国健创亿（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 100 号 

经营范围 医疗科技、医疗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医疗技术咨询（不含诊疗），销售：医疗用品、医疗器械（依据食药监

部门核发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医疗器械的维修，机械设备租赁，医

院管理（不含诊疗活动），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

中的银行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软件开

发，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智能化产品、计算机信息咨询，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类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类项

目许可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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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418,731.39 元人民币 净资产 1,468,524.85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收入 3,809,302.46 元人民币 净利润 61,933.24 元人民币 

4. 国药新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药新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鲁保才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主要股东 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英才南一街 15 号院 4号楼 1 单元 201-801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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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智能机

器人的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专用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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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Suprema 集团 - Suprema ID Inc. 
Suprema ID Inc.持有海泰新光子公司奥美克

生物信息 34.00%股权 

美国飞锐光谱有限公司 郑安民为实际控制人 

青岛国健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国药新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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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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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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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采购原材料主要包括：向 Suprema ID INC 采购的原材料主要是指纹仪

电路板芯片。以上采购物料均是公司所必须的产品部件，产品价格均是市场公允

定价，双方签订了相关采购定价协议，主要采取由公司直接下单的方式，在订单

合同中约定采购商品的名称、数量、金额，以及运输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

等信息。 

关联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向 Suprema ID INC 销售的产品主要是指纹仪及指

纹仪配件；向美国飞锐销售产品主要是一些光学类元器件；向国药新光销售的主

要是内窥镜摄像、光源及相关产品涉及的核心部件。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公司根据

产品的制造成本加上拟定利润系数来确定，由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确定。主要采取

由购买方直接下单的方式，在订单合同中约定销售商品的名称、数量、金额，以

及运输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等信息。  

关联方提供劳务的主要情况：本关联交易主要是由公司的联营企业青岛国健

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为公司提供国内销售渠道，开发国内市场。双方签

订劳务合同定价系以市场价格为标准 

关联租赁的主要情况：公司向关联方青岛国健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办

公场所，租金 39,140万元/年。水费、电费、服务费按月度另外支付，水费按照

水表计数，5.3元/吨；电费按照单层电表度数据实结算，0.95 元/度；服务费每

平米 60 元/年，定价系以当地租赁标准。公司新办公楼建成投入使用后，预计提

供给国健海泰的租赁面积将会增加，所以预计关联交易额度较大。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市场定价原则向关联方购买劳务和材料，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

进行此类关联交易，能够节约和降低采购费用，有利于保证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接受关联方劳务，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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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

的、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

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

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

独立意见，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

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关

联交易价格将以市场定价为依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

响，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