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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对公司的经营、持续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未损害上

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亦未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一、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由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并经通策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吕建明先生回避表决。董

事会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本次预计的关联

交易不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对公司经营收入和利润影响较小，关联交易不构成

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http://stockxp.com/s/600570/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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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产品/接

受劳务 

 

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 5 0.32 / 

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有限公司 4,000 359.03 
根据实际业务需要

采购 

杭州通策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5 0.01 / 

江苏存济网络医院有限公司 80 0 / 

杭州幸福像花儿一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 0  

小计 4290 359.36 / 

销售产品/提

供劳务 

 

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下属三叶诊所 500 0 / 

诸暨通策口腔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下属子公司 
2,100 162.55 

诸暨通策口腔医疗

投资基金根据业务

需要采购、接受劳务 

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有限公司 10 0.72 / 

浙江通策眼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1,645.43 / 

小计 4,610 1,808.70 / 

合计   8900 2,168.06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见下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本年 1-3月

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出售商

品 

提供劳

务 

诸暨通策口腔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下属子公司 
3,000 124.04 162.55 

诸暨通策口腔医疗投资

基金根据业务需要采

购、接受劳务 

 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有限公司 10 0 0.72 / 

 浙江通策眼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00 61.86 1,645.43 
根据眼科业务发展需要

采购 

 小计 6,510 185.9 1,808.70   

购买商

品 
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有限公司 3,000 99.96 359.03 根据实际业务需要采购 

接受劳 杭州通策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10 0.01 0.01 / 



务 

  江苏存济网络医院有限公司 80 0 0 / 

 杭州明眸皓齿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500 0 0 / 

  小计 3,590 99.97 359.04   

合计   10,100 285.87 2167.7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杭州通策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臧焕华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增值电信业务，健身(除气功，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承办会展、会议，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企业形象策划，企业会员卡设计，公关策划，智能卡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房

产中介；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9,555.19万元，净资产 12,783.9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889.01万元，净利润 272.52万元。 

 

2、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剑钢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增材制

造装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第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眼镜制造；日用品零售；化妆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摄影扩印服务；照相机及器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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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类

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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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9,757.69万元，净资产-75.42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166.49 万元，净利润 12.16 万元。 

 

3、江苏存济网络医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吕建明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网络医院建设投资，对医院、医疗机构、医疗项目、养老院项目

的投资；医疗新技术的开发与合作；医院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

批项目)，医院管理咨询(除经纪)；在医院信息系统、医疗软件技术、医疗器械

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医院信息网络工程；网站制作；医疗软件开发与销售(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专用产品)；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市场信息咨询；健康咨询；一

类医疗器械、实验室设备的开发与销售；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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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5,027.12万元，净资产 4,760.25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477.97万元，净利润 58.97 万元。 

 

4、浙江通策眼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建明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院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消毒用品的销售，设备租赁，企业管

理及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335,588.58 万元，净资产 62,659.4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495.90 万元。 

5、诸暨通策口腔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口腔医疗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00,263.71 万元，净资产 96,485.5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净利润-0.62 万元。 

 

6、杭州明眸皓齿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建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眼镜制造；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

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摄影扩印服务；照相机及器材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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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

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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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53.63万元，净资产 260.28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净利润-39.72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杭州通策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法人浙江通策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吕建明先生。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方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吕建明先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江苏存济网络医院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方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吕建明先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浙江通策眼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吕建明

先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诸暨通策口腔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均为吕建明先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6、杭州明眸皓齿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吕建明先生。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杭州通策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有限公司、江

苏存济网络医院有限公司、浙江通策眼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诸暨通策口腔

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明眸皓齿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均依法设

立、合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履约能力，与本公司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中资信

表现良好，本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形成坏账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支付刷卡及手续费、咨询服务、购买设备、接受

服务等。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交易，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并遵循如下定价政策： 

1、公平、公允的原则； 

2、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原则； 

3、接受服务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准，随市场价格的变化作适当调整。 

4、如交易的商品或劳务在没有确切的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

价时，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协议价格不高于或不低于向其他第三方提

供同类产品的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正常业务行为，交易上限金额

所占公司业务份额较小且不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上述关联方维持的业务

往来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本次预计的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以购销活动为主，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的高度市场化行为，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报备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