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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悦康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悦康药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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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对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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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预计

金额 

2020 年度与关

联人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500.00 1,300.42 

业务需求变

化，采购减少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70.00 69.72 /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北京源通康百医药

有限公司 
55.00 53.52 / 

新疆天行健医药有

限公司 
180.00 172.71 / 

向关联人租赁房

产及配套设施 

北京凯诚亦创科技

有限公司 
420.00 404.37 / 

关联人向公司租

赁房产及配套设

施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70.00 160.69 / 

安徽慧峰生物质热

电联产有限公司 
60.00 56.84 / 

合计 2,455.00 2,218.27 / 

注：以上 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尚未经审计，最终以经审计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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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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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0 年度

与关联人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2020 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安徽恒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8,000.00 6.19% 1,300.42 1.01% 

因受疫情影响，为保

证公司子公司河南

康达制药有限公司

原材料供应稳定，生

产经营不受重大影

响，预计采购额增

加。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安徽万隆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3.18% 69.72 0.73%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安

徽太和县经济开发

区蒸汽指定供应商

，因公司子公司悦

康药业集团安徽天

然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需要，预计采购

额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北京源通康百医

药有限公司 
200.00 0.05% 53.52 0.01% / 

新疆天行健医药

有限公司 
400.00 0.09% 172.71 0.04% / 

向关联人租赁

房产及配套设

施 

北京凯诚亦创科

技有限公司 
450.00 100.00% 404.37 100.00% / 

关联人向公司

租赁房产及配

套设施 

安徽恒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200.00 38.07% 160.69 29.81% / 

安徽慧峰生物质

热电联产有限公

司 

60.00 11.42% 56.84 10.55% / 

亦创高科（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38.07% 0.00 0.00% / 

合计 9,810.00 - 2,218.27 - / 

注 1：以上表格列示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尚未经审计，最终以

经审计的数据为准。 

注 2：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发生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路北 

法定代表人：于伟仕 

成立日期：2010 年 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农药（凭

许可证经营）、兽药（凭许可证经营）、饲料（凭许可证经营）、伊维菌素及中间

体 B1a（阿维菌素）、B2a、多杀霉素、7-氨基头孢烷酸、AE-活性酯产品的生产

销售，有机肥的生产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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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106,327.48 万元，净资产为 2,208.06 万元，营业

收入为 9,463.72 万元，净利润为-5,547.1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太和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A 区 101-104 幢 

法定代表人：于峰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8 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以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农作

物秸秆收购、加工利用，光伏发电、热能项目开发、运营；热力、热水、蒸汽的

生产、销售，热力、燃气、煤气、供水管网和暖通空调工程的设计、销售、安装、

维护维修、技术咨询服务；电力、供热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供热管网、

配电网的项目投资、运营管理业务；合同能源管理；煤炭灰综合利用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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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7,545.96 万元，净资产为 783.46 万元，营业收入

为 2,117.17 万元，净利润为 38.3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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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思邈路 56

号院 21 号楼一至四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陈伟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29 日 

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道路货物运输；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医疗器械（限Ⅰ类、Ⅱ类）、日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消毒

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农药（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不含电动自行车）、

通讯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会议服务（不含食宿）；承

办展览展示；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系统集成；专业承包；施工

总承包；租赁医疗设备；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市场调查（中介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批发药品、销售第三类医

疗器械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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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30,128.59 万元，净资产 370.11 万元，营业收入为

42,805.76 万元，净利润为-118.1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安徽慧峰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太和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路北 

法定代表人：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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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收购生物质燃料，供热供电，粉煤灰渣销售，电力设备检修。（依

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19,565.08 万元，净资产为-4,504.42 万元，营业收

入为 1,743.66 万元，净利润为-3,044.5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街 6 号 2 号楼二层 203 室 

法定代表人：于晓明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业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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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4,498.23 万元，净资产为-948.55 万元，营业收入

为 3,00.41 万元，净利润为-167.8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企业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村联华仓储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张启涛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8 日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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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一，二，三类医疗器

械，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添加剂；中药材种植、中

药研究、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信息咨询与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

屋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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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2,941.09 万元，净资产为 1,223.55 万元，营业收

入为 1,572.96 万元，净利润为 50.8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亦创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 11 号院 8 号楼 1 层 101 室 

法定代表人：于伟仕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9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业管理；出租商

业用房；房地产咨询服务；餐饮管理，版权代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酒店管理；清洁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设备维修；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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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29,933.49 万元，净资产为 2,976.55 万元，营业收

入为 28.18 万元，净利润为-160.3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于伟仕持股 80.00%；于峰持股

10.00%；于素芹持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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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2 安徽万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人于峰持股 68.57%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于晓慧持股 17.14% 

3 北京源通康百医药有限公司 关联人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 

4 
安徽慧峰生物质热电联产有限

公司 

关联人安徽恒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5 北京凯诚亦创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人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于

晓明任经理、执行董事 

6 新疆天行健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启波的弟弟张启涛持有 100%股权 

7 亦创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于伟仕持股 90.00%；于晓明持股
10.00%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

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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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向关联方采购原料

及能源，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向关联方租赁房屋提供相关服务等，交易价格遵循

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进行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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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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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属于正常性业务，因

此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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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

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

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 9,810.00 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于伟仕、于飞、于鹏飞、张启波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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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定

价政策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审议此项关

联交易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进行

回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上述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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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

易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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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悦康药业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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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洪立斌  罗  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