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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
司与厦门永年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年达”）、奥途健康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途健康”）、杭州勤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勤谨”）、厦门协动力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动力”）、厦门奥佳华皕爱品牌营销有限公司（原名厦门诺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先叡”）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关联交易及 2021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补充履行审议程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厦门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公司及邹剑寒等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按实质重于形式认定永年达、奥途健康、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为公司
关联方。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邹剑寒先生、李五令先生已经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表示
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外部其他
有关部门批准。

2、补充确认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以市场定价的方式与永年达、奥途健康、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皕爱、宁

波先叡 6 家关联公司发生的股权转让、销售商品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上述 6 家关联公司
合计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预计

永年达
销售商品 9,251.47 7,628.34 691.19 6,200.00
股权转让 - - 5,000.00 0.00

奥途健康 销售商品 1,594.41 0.00
杭州勤谨 销售商品 - 5,964.82 3,500.00
协动力 销售商品 4,990.51 7,500.00
奥佳华皕爱 股权转让 1,852.00
宁波先叡 股权转让 5,985.00
合计 7,837.00 9,251.47 9,222.75 16,646.52 17,200.0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厦门永年达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1KL27XY
（2）住所：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 1519 号 603 单元 -1
（3）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
（4）法定代表人：傅晓芳
（5）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具销

售；电子元器件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企业管理咨
询等。

（7）股权结构：张浩持股比例为 51.00%；张旭持股比例为 49.00%。
（8）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17,773.87 万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 512.35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923.98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41.63 万
元。

（9）永年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奥途健康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6P1U53H
（2）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临港怡湾广场 3-208-05/06 室
（3）成立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
（4）法定代表人：傅晓芳
（5）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技术开发；家用电器、家庭用品、日用家电设备、体育用品及器材、文化用品、

五金产品、电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兼零售；家具零售。
（7）永年达持有奥途健康 100%股权，当前已注销。
3、杭州勤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8UQYC75
（2）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路 1866 号 2 号楼 113 室
（3）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4）法定代表人：庄行俊
（5）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服务：网络技术、电子商务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销售：家用电器，服装，服饰，鞋帽，箱包，日用百货，珠宝首饰，机械设备，摄影器材，五金
交电，音响设备，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包装材料，金属材料，橡胶制品，皮革制品，金属制品，玻
璃制品，厨房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钢材，不锈钢制品，电子
元器件，工艺美术品，计算机软硬件，眼镜（除角膜接触镜），通讯设备，机电设备（除专控）。

（7）股权结构：厦门翊鸿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51.00%，厦
门永旭升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9.00%，2021 年 8 月杭州勤谨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2,473.74 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2,943.76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494.2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292.63
万元。

（9）杭州勤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协动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1KKTQ44
（2）住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营运中心 7# 楼 3501 单元
（3）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
（4）法定代表人：饶红
（5）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金属及金属
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贸易代理；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其他
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等。

（7）股权结构：杨建东持股比例为 51.00%；饶红持股比例为 49.00%。
（8）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4,377.48 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8.52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075.53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8.52 万元。
（9）协动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宁波先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YFDE11
（2）住所：宁波大榭开发区永丰路 128 号 33 幢 218 室
（3）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29 日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新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2,5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7）股权结构：李红持股比例为 90%；宁波新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
（8）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8,284.09 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2,628.90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4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0.62 万元。
（9）宁波先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奥佳华皕爱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45U6G4T
（2）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5 号 318 室
（3）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29 日
（4）法定代表人：邹剑寒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其他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化妆品及卫生用
品零售；互联网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软件
开发；通信设备零售；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家用电子产品修
理；日用电器修理；日用家电设备零售；电气设备批发；其他电子产品零售；家具零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批发等。

（7）股权结构：厦门康城健康家居产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
2019 年 2 月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8,113.92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 -897.41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8.32 万元。

（9）奥佳华皕爱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权转让标地基本情况
（一）深圳美蝶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深圳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美蝶

康”）
1、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EG0E2N
（2）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社区留仙大道 4168 号众冠时代广场 A 座 1906
（3）成立时间：2016 年 6 月 13 日
（4）法定代表人：高峰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美容及保健器具、家具家私、电器具、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机器人及智能

设备、训练健身器材、体育器材及配件、智能健康产品、 睡眠硬件、智能穿戴设备、沙发、床、床
垫、座垫、靠垫、服装、卫生用品（含个人护理用品）、 卫浴洁具、五金配件、五金制品、电子洁
具、厨房用品及其相关材料、低压电器配件、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
设计、研发、销售与技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 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等。

（7）股权结构：当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收购奥佳华皕爱所持深圳美蝶康 100%股权，由交易双方协商收购价格，参考深圳美蝶

康的实际注册资本及当时资产、业务经营情况。
3、收购深圳美蝶康协议主要内容：
（1）公司以 1,852.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奥佳华皕爱持有深圳美蝶康 100%的股权（认缴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2）奥佳华皕爱保证转让给公司的股权是奥佳华皕爱在深圳美蝶康的真实出资，是奥佳华

皕爱合法拥有的股权，奥佳华皕爱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奥佳华皕
爱承担。

（二）好慷（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慷”）
1、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30280600XA
（2）住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 508 号 201 室之一
（3）成立时间：2014 年 5 月 4 日
（4）法定代表人：李彬
（5）注册资本：1,200.4328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食品批发；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

食品批发；粮油类食品零售；糕点、面包类食品零售；酒、饮料及茶叶类预食品零售；互联网信息
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家庭服务；专业化设计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果品批发；蔬菜批发；肉、禽、蛋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
料批发；家用电器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果品零售；肉、禽、蛋
零售；水产品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箱、包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互联网销售；其他日
用品出租；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其他互联网服务等。

（7）股权结构：李彬持股比例为 23.3649%；宁波先叡持股比例为 4.3885%（稀释后），其他 15
名股东持股比例合计为 72.2466%。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以 5,985.00 万元价格转让所持好慷的 6.65%股权给宁波先叡，转让价格以新一轮融资

进入投资者的投资价格转让。
3、好慷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公司将所持有的好慷 6.65%的股权以 5,985.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宁波先叡；
（2）公司保证转让给宁波先叡的股权是公司在好慷的真实出资，是公司合法拥有的股权，

公司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公司承担。
（三）云享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享云”）
1、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7E2J21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 8 号 16 层东座 -1919
（3）成立时间：2017 年 9 月 7 日
（4）法定代表人：傅晓芳
（5）注册资本：1,111.1111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产品设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

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
理；销售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家具、针纺织品、文具用品、工艺品、家
用电器、工艺品、服装、鞋帽、电子产品；物业管理；餐饮管理；销售食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互
联网信息服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等。

（7） 股权结构： 永年达持股比例为 51.00%； 北京建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2.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享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21.50%；华顿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00%。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2020 年 4 月，公司将其持有云享云 5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永年达，交易价格参考公司收购

云享云时的交易作价及收购后经营业绩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云享云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漳州蒙发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蒙发利创新”）将所持有的

云享云 51%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566.6667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566.6667 万元）以 5,000.00 万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永年达；

（2）蒙发利创新保证转让给永年达的股权是蒙发利创新在云享云的真实出资，是蒙发利创
新合法拥有的股权，蒙发利创新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蒙发利创新
承担。

四、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以市场化为原则， 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及第三方采购价格的情

况下，确定交易价格。
五、股权转让、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永年达、奥途健康、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涉及
的股权转让、销售商品行为暨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未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公司也未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将完善内部控制，进一步加强对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学习和理解，严格履行相应审议
和披露程序，防范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允，未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公司独立董事就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补充审议的关联交易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允，未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未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 董事会在补充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
事在表决过程中已回避表决，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补充确认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上述交易金额占公司当年净资产的比例均不超过 5%，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未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建议公司加强对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学
习，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程序。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823 号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佳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 管理层的责任
奥佳华管理层的责任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相关规定编制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准确、完整。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鉴证结论。
三、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 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执行鉴证工
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
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相关规定编制获取合理保证。 在执行鉴证工作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合同或协议及相关文件资料、检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算等
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 后附的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
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相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奥佳华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

五、 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奥佳华为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
中国·上海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二 O 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复核前期财务数据过程

中，经充分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复核校对财务数据，发现前期财务报表存在需更正
的会计差错。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
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规定，公司对其作出如下调整：

1、运输费用
公司将销售商品发生的运输费用确认为合同履约成本，调整至营业成本科目中列示。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营业成本调增 116,443,502.89 元， 销售费用调减
116,443,502.89 元。 母公司 2020 年度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营业成本调增 29,552,699.93 元，
销售费用调减 29,552,699.93 元。

2、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最终流向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方厦门永年达科技有限公司，上

述情形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6,150.00 万元。 截至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退回公司。
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在建工程调减 56,422,018.35 元，其他流动资产调
减 5,077,981.65 元，其他应收款调增 61,500,000.00 元。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
如下： 在建工程调减 9,174,311.93 元， 固定资产调减 46,427,752.29 元， 其他流动资产调减
5,077,981.65 元，营业成本调减 819,954.13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减 204,988.53 元，未分配利润
调增 614,965.60 元，其他应收款调增 61,500,000.00 元，所得税费用调增 204,988.53 元。

3、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 2017 年收购深圳美蝶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收购厦门奥佳华皕爱品牌营销有

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商誉调减
18,829,469.11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0,309,469.11 元，资本公积调减 8,520,000.00 元。公司 2018�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商誉调减 18,829,469.11 元， 未分配利润调减 10,309,469.11
元， 资本公积调减 8,520,000.00 元。 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商誉调减
38,260,256.24 元，无形资产调减 16,490,956.04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30,611,212.28 元，资本公积
调减 24,140,000.00 元。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 商誉调减 19,430,787.13
元 ， 无形资产调减 13,192,764.83 元 ， 未分配利润调减 9,308,099.76 元 ， 资本公积调减
24,140,000.00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减 824,547.80 元，资产减值损失调减 18,829,469.11 元，管
理费用调减 3,298,191.21 元，所得税费用调增 824,547.80 元。 母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度报表
财务数据调整如下：长期股权投资调减 18,520,000.00 元，资本公积调减 18,520,000.00 元。

4、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子公司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 2020 年度合

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资产减值损失调增 3,618,962.27 元，存货调减 3,618,962.27 元，递延
所得税资产调增 542,844.34 元， 所得税费用调减 542,844.34 元， 未分配利润调减 3,076,117.93
元。

5、控股股东代垫材料款
公司子公司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收到控股股东代垫材料款。 公司 2020 年

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营业成本调增 2,608,013.26 元，资本公积调增 2,608,013.26 元，
未分配利润调减 2,608,013.26 元。

6、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子公司奥佳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少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 2019 年度合并

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10,000,000.00 元，应收账款减少 10,000,000.00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2,500,000.00 元， 所得税费用减少 2,500,000.00 元， 未分配利润减少
7,500,000.00 元。 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财务数据调整如下：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10,000,000.00
元， 应收账款减少 20,000,000.00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5,000,000.00 元， 所得税费用减少
2,500,000.00 元，未分配利润减少 15,000,000.00 元。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
（一）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影响进行了追溯重述，影响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 合并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商誉 184,303,536.42 -18,829,469.11 165,474,067.31
资本公积 1,184,655,221.91 -8,520,000.00 1,176,135,221.91
未分配利润 1,149,212,124.81 -10,309,469.11 1,138,902,655.70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商誉 184,744,111.82 -18,829,469.11 165,914,642.71
资本公积 1,200,495,232.49 -8,520,000.00 1,191,975,232.49
未分配利润 1,508,487,319.29 -10,309,469.11 1,498,177,850.18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936,902,639.73 -10,000,000.00 926,902,639.73
其他应收款 210,150,467.67 61,500,000.00 271,650,467.67
其他流动资产 81,880,693.87 -5,077,981.65 76,802,712.22
在建工程 467,157,924.66 -56,422,018.35 410,735,906.31
无形资产 582,248,890.56 -16,490,956.04 565,757,934.52
商誉 215,906,731.87 -38,260,256.24 177,646,475.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800,953.60 2,500,000.00 67,300,953.60
资本公积 1,142,839,912.97 -24,140,000.00 1,118,699,912.97
未分配利润 1,727,708,883.00 -38,111,212.28 1,689,597,670.72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应收账款 1,299,597,673.94 -20,000,000.00 1,279,597,673.94

其他应收款 218,511,925.00 61,500,000.00 280,011,925.00

存货 1,266,464,699.48 -3,618,962.27 1,262,845,737.21

其他流动资产 102,665,919.64 -5,077,981.65 97,587,937.99

固定资产 1,307,623,504.16 -46,427,752.29 1,261,195,751.87

在建工程 177,313,460.71 -9,174,311.93 168,139,148.78

无形资产 563,004,209.70 -13,192,764.83 549,811,444.87

商誉 174,241,569.55 -19,430,787.13 154,810,782.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5,494,929.27 4,513,308.01 110,008,237.28

资本公积 1,752,377,522.92 -21,531,986.74 1,730,845,536.18

未分配利润 2,063,641,118.46 -29,377,265.35 2,034,263,853.11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005,601.13 -10,000,000.00 -8,994,398.87
所得税费用 67,974,338.65 -2,500,000.00 65,474,338.65
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287,640,048.70 -7,500,000.00 280,140,048.70

项目
2020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4,513,122,175.99 118,231,562.02 4,631,353,738.01

销售费用 1,111,434,441.49 -116,443,502.89 994,990,938.60

管理费用 459,390,852.67 -3,298,191.21 456,092,661.46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54,937,452.32 -10,000,000.00 -64,937,452.32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39,806,957.49 15,210,506.84 -24,596,450.65

所得税费用 76,695,029.07 -2,013,308.01 74,681,721.06

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433,905,712.57 8,733,946.93 442,639,659.50

（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092,001,572.66 -61,500,000.00 1,030,501,572.66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7,802,512.98 61,500,000.00 209,302,512.98

2、母公司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006,697,827.91 -18,520,000.00 988,177,827.91
资本公积 1,189,590,292.48 -18,520,000.00 1,171,070,292.48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029,963,691.14 -18,520,000.00 1,011,443,691.14
资本公积 1,246,466,274.33 -18,520,000.00 1,227,946,274.33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109,212,331.99 -18,520,000.00 1,090,692,331.99
资本公积 1,256,325,165.16 -18,520,000.00 1,237,805,165.16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长期股权投资 1,721,891,942.28 -18,520,000.00 1,703,371,942.28
资本公积 1,829,121,502.08 -18,520,000.00 1,810,601,502.08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3,002,316,513.91 29,552,699.93 3,031,869,213.84
销售费用 66,206,090.08 -29,552,699.93 36,653,390.15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佳华”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 -- 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奥佳华补充确认关联方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厦门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公司及邹剑寒等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按实质重于形式认定厦门永年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年达”）、奥途健康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途健康”）、杭州勤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勤谨”）、厦
门协动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动力”）、厦门奥佳华皕爱品牌营销有限公司（原名
厦门诺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宁波先叡”）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司与永年达、奥途健康、
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关联交易及 2021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补充履行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邹剑寒先生、李五令先生已经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表示
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外部其他
有关部门批准。

（二）补充确认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与永年达、奥途健康、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 6 家关联公

司发生的股权转让、销售商品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永年达
销售商品 - 9,251.47 7,628.34 691.19

股权转让 - - - 5,000.00

奥途健康 销售商品 - - 1,594.41 -

杭州勤谨 销售商品 - - - 5,964.82

协动力 销售商品 - - - 4,990.51

奥佳华皕爱 受让股权 1,852.00 - - -

宁波先叡 股权转让 5,985.00 - - -

合计 7,837.00 9,251.47 9,222.75 16,646.52

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
（更正前 ） 2.71% 2.85% 2.72% 3.67%

（三）预计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交易内容 预计 2021 年度交易金额

永年达 销售商品 6,200.00
杭州勤谨 销售商品 3,500.00
协动力 销售商品 7,500.00
合计 17,200.00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厦门永年达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1KL27XY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 1519 号 603 单元 -1
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傅晓芳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视听

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
家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
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合成材料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轴承销售；金属结构销售；日用口
罩（非医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箱包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企业管理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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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张浩持股比例为 51.00%；张旭持股比例为 49.00%。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7,773.87 万元，净资产为 512.35 万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923.98 万元，净利润为 -341.63 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永年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奥途健康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6P1U53H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临港怡湾广场 3-208-05/06 室
成立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傅晓芳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家用电器、家庭用品、日用家电设备、体育用品及器材、文化用品、五

金产品、电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兼零售；家具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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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永年达持股比例为 100.00%，当前已注销。
（三）杭州勤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8UQYC75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路 1866 号 2 号楼 113 室
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庄行俊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网络技术、电子商务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销售：家用电器，服装，服饰，鞋帽，箱包，日用百货，珠宝首饰，机械设备，摄影器材，五金交
电，音响设备，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包装材料，金属材料，橡胶制品，皮革制品，金属制品，玻璃
制品，厨房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钢材，不锈钢制品，电子元
器件，工艺美术品，计算机软硬件，眼镜（除角膜接触镜），通讯设备，机电设备（除专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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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厦门翊鸿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51.00%，厦门永旭
升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9.00%，2021 年 8 月杭州勤谨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473.74 万元，净资产为 -2,943.76 万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7,494.25 万元，净利润为 -3,292.63 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杭州勤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厦门协动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1KKTQ44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营运中心 7# 楼 3501 单元
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饶红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金属及金属矿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纺
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贸易代理；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其他仓
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股权结构：杨建东持股比例为 51.00%；饶红持股比例为 49.00%。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377.48 万元，净资产为 -8.52 万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075.53 万元，净利润为 -8.52 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协动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宁波先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YFDE11
住所：宁波大榭开发区永丰路 128 号 33 幢 218 室
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29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新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李红持股比例为 90.00%；宁波新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8,284.09 万元，净资产为 2,628.90 万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0.46 万元，净利润为 -0.62 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宁波先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厦门奥佳华皕爱品牌营销有限公司（原名厦门美蝶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厦门诺磐科

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45U6G4T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5 号 318 室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邹剑寒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批

发；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日用品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
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总部管理；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其他未
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
售；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销售；其他未列明零售
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零售；软件开发；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通信设备零售；其他未列明居民
服务业；其他未列明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建筑物清洁服务；其他未列明专业技
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有害生物预防与治理；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厨房、卫生
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家用电子产品修理；日用电器修理；其他未列明日用产品修理业；其他
办公设备维修；家用电器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日用家电设备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不含弩）；其他文化用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文化用品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家具零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提供机器、日用品、器具及设备的专业清洗、清扫、消毒服务；其他未
列明清洁服务（不含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事项）；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弩）。

股权结构：厦门康城健康家居产品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2019
年 2 月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8,113.92 万元，净资产为 -897.41 万元；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18.32 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奥佳华皕爱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美蝶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深圳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美蝶康”）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EG0E2N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社区留仙大道 4168 号众冠时代广场 A 座 1906
成立时间：2016 年 6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高峰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美容及保健器具、家具家私、电器具、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

机器人及智能设备、训练健身器材、体育器材及配件、智能健康产品、睡眠硬件、智能穿戴设备、
沙发、床、床垫、座垫、靠垫、服装、卫生用品（含个人护理用品）、卫浴洁具、五金配件、五金制
品、电子洁具、厨房用品、电子按摩器材及其相关材料、低压电器配件、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设计、研发、销售与技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经营进出
口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许可经营项目是：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股权结构：当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2017 年 11 月，公司收购奥佳华皕爱所持深圳美蝶康 100%股权，由交易双方协商收购价格，

参考深圳美蝶康的实际注册资本及当时资产、业务经营情况。
3、收购深圳美蝶康协议主要内容
（1）公司以 1,852.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奥佳华皕爱持有深圳美蝶康 100%的股权（认缴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2）奥佳华皕爱保证转让给公司的股权是奥佳华皕爱在深圳美蝶康的真实出资，是奥佳华

皕爱合法拥有的股权，奥佳华皕爱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奥佳华皕
爱承担。

（二）好慷（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慷”）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30280600XA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 508 号 201 室之一
成立时间：2014 年 5 月 4 日
法定代表人：李彬
注册资本：1,200.4328 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糕点、糖果及糖类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批发（含冷藏
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批发（不含
冷藏冷冻食品）；粮油类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粮油类散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
冷冻食品）；糕点、面包类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面包类散装食品零售（不
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
散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网吧）；其他未列明
电信业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
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家庭服务；其他未列明居民服务业；其
他未列明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清洁服务（不含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
事项）；专业化设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其他未列明商务
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果品批发；蔬菜批发；肉、禽、蛋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
料批发；家用电器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果品零售；肉、禽、蛋
零售；水产品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箱、包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互联网销售；其他日
用品出租；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不含网吧）；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股权结构：李彬持股比例为 23.3649%；宁波先叡持股比例为 4.3885%（稀释后），其他 15 名
股东持股比例合计为 72.2466%。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2017 年 10 月，公司以 5,985.00 万元价格转让所持好慷的 6.65%股权给宁波先叡，转让价格

以新一轮融资进入投资者的投资价格转让。
3、好慷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将所持有的好慷 6.65%的股权 （转让时好慷注册资本为 1,113.7253 万元）以

5,985.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宁波先叡；
（2）公司保证转让给宁波先叡的股权是公司在好慷的真实出资，是公司合法拥有的股权，

公司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公司承担。
（三）云享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享云”）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7E2J21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 8 号 16 层东座 -1919
成立时间：2017 年 9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傅晓芳
注册资本：1,111.1111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产品设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

务；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
件）；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销售通
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动按摩设备、家具、针纺织品、文具用品、工艺
品、家用电器、工艺品、服装、鞋帽、电子产品；物业管理；餐饮管理；销售食品；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互联网信息服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工程勘察、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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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永年达持股比例为 51.00%；北京建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2.50%；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云享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21.50%；华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5.00%。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2020 年 4 月，公司将其持有云享云 5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永年达，交易价格参考公司收购

云享云时的交易作价及收购后经营业绩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云享云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漳州蒙发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蒙发利创新”）将所持有的

云享云 51%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566.6667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566.6667 万元）以 5,000.00 万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永年达；

（2）蒙发利创新保证转让给永年达的股权是蒙发利创新在云享云的真实出资，是蒙发利创
新合法拥有的股权，蒙发利创新具有完全的处分权。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蒙发利创新
承担。

四、 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以市场化为原则， 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及第三方采购价格的情

况下，确定交易价格。
五、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活动，自 2017 年至 2020 年期

间交易金额占公司当年净资产的比例均不超过 5%，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程度较
小，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 公司
的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 相关批准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 董事会审议
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

联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按实质重于形式认定永年达、奥途健康、杭州勤谨、协动力、
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为公司关联方，现对公司及子公司以市场定价的方式与永年达、奥途健
康、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 6 家关联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
关联交易及 2021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补充确认， 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 本次关联交

易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允，未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补充审议的关联交易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允，未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未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 董事会在补充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
事在表决过程中已回避表决，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
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

联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补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关联董事对该议案依
法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公司补充确认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七、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补充确认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上述交易金额占公司当年净资产的比例均不超过 5%，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未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建议公司加强对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学
习，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曹方义 王志国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月日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与我们进行了事前沟通，了解本次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上述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允，未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 我们同意
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独立董事 ：薛祖云 蔡天智 阳建勋
年 月 日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作为奥
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基于独立、
客观判断的原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补充审议的关联交易的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允，未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未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构成不利影响。 董事会在补充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
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已回避表决，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规定，更
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况。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独立董事 ：薛祖云 蔡天智 阳建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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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4 日以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相结合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1:00 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表决，并获得全体
监事确认。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应到 3 名，实到 3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青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补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关联董事对该议案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公司补充确认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
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董事会关于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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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知以电话、 传真及电子邮件等相结合方式于 2021 年 11 月 14 日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0:00 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并获全体
董事确认。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2 票回避，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厦门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公司及邹剑寒等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按实质重于形式认定永年达、奥途健康、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皕爱、宁波先叡为公司
关联方，现对公司及子公司以市场定价的方式与永年达、奥途健康、杭州勤谨、协动力、奥佳华
皕爱、宁波先叡 6 家关联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关联交易及 2021 年预计的关
联交易进行了补充确认，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董事邹剑寒先生、李五令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均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对该
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
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因
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发表的意

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关于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6、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补充确认关联方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7、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