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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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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对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联董事王敏、王芳和王伟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博尔乐远东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干诺道西 118 号 15 楼 1 室  

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西 118 号 15 楼 1 室 

企业类型：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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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LE Kaikang 

实际控制人：Beurer GmbH  

注册资本：160,000.00 港元 

主营业务：医疗和健康类的电子电器产品的进出口  

关联关系：发行人股东，博尔乐远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尔乐”）持有

发行人 9.7%股份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Beurer GmbH（博尔乐德国公司） 

住所：Riedlinger Str.28,D-88524 Uttenweiler,Germany  

注册地址：Riedlinger Str.28,D-88524 Uttenweiler,Germany 

企业类型：法人组织 

法定代表人：Marco Ronald Buhler 

实际控制人：Marco Ronald Buhler  

主营业务：医疗器械、健康、美容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关联关系：博尔乐是 Beurer GmbH（博尔乐德国公司）的全资控股孙公司，

博尔乐持有发行人 9.7%股份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锦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RM 1202 12/F TUNG CHUN COMMERCIAL CENTRE 438-444 

SHANGHAI STREET  KL   

注册地址：RM 1202 12/F TUNG CHUN COMMERCIAL CENTRE 438-444 

SHANGHAI STREET  KL 

企业类型：法人组织 

法定代表人：王敏 

实际控制人：王敏  

关联关系：锦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锦好”）是发行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敏控股企业，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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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然人 

姓名：王敏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金榜路 29 号（之后省略） 

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5. 自然人 

姓名：王芳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南路 110 号（之后省略） 

关联关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副董事长 

 

6. 自然人 

姓名：王伟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古塘坳（之后省略） 

关联关系：发行人董事 

 

7. 自然人 

姓名：刘玲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金榜路 29 号（之后省略） 

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敏的配偶 

 

8. 自然人 

姓名：郭庆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古塘坳（之后省略） 

关联关系：发行人出纳，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王芳配偶的兄弟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经过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期间发生的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核查，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自 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期间发生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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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其定价依据与定价方法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具备公允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或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该等关联交易不存在争议或纠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报告期内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博尔乐 采购材料 - - 58,055.31 -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 

依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Beurer 

GmbH 
销售产品 

市场价

格 
2,109,740.43 8,380,267.88 10,388,057.01 7,426,882.38 

博尔乐 销售产品 
市场价

格 
3,839.88 69,687.28 156,906.59 39,045.53 

（3）关联租赁情况公司作为承租方的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

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刘玲、王芳 
租赁办公场

所 
48,000.00 96,000.00 96,000.00 116,040.00 

（4）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①2017 年度 

A.关联方资金拆入 

单位：元

关联方

名称 
期初余额（①） 

拆入金额

（②） 
拆出金额（③） 

期末余额 

（④=①+②-

③） 

说明 

王芳 1,000,000.00 - 1,000,000.00 - 
归还公司向股东借

款，无利息 

王敏 5,550,515.44 - 5,550,515.44 - 归还公司向股东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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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无利息 

B.关联方资金拆出 

单位：元

关联

方名

称 

期初余额（①） 
拆出金额

（②） 
拆入金额（③） 

期末余额 

（④=①+②-

③） 

说明 

香港

锦好 
7,739,299.10 2,613,306.94 10,352,606.04 - 代收境外货款 

王敏 - 198,000.00 198,000.00 - 归还垫付费用，无利息 

王芳 - 79,000.00 79,000.00 - 归还垫付费用，无利息 

郭庆 186,000.00 - 186,000.00 - 归还个人借款，无利息 

王伟 142,000.00 48,000.00 190,000.00 - 

归还个人借款

100,000.00 元，无利

息，其他属于员工备用

金借支和报销 

2、报告期内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担保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日 
担保是否已履

行完毕 

王敏 10,000,000.00 2020/5/28 2021/5/20 否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为向关联方采购与销售商品、提供资

金代垫代付、销售商品以及关联租赁，主要按照市场价格定价。报告期内，公司

于股转系统挂牌前曾发生过与关联方代收代垫款项的情况，自挂牌后已经全面规

范。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

司业务正常经营的需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

的主营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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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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