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566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2023-001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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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普莱柯”或“公司”）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实际需要进行的合理估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不会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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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3 年 1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许科先生、秦德超先生、

胡伟先生、宋永军先生、马随营先生回避表决；董事孙长卿先生系过去 12 个月

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孙进忠先生之子，亦回避表决。 

2、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6,768.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3.76%，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基于公司经营需要，交

易定价公平、合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符合交易双方业务发展需求，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 

内容 

2022 年预

计金额

（万元） 

2022 年实

际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或提

供劳务 

世纪萌邦（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世纪萌邦”） 

宠物药

品 
80.00 3.69 

购买关联人

商品或接受

劳务 

北京中科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基因”）及洛阳中科基因检

测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

中科基因”）、哈尔滨中科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四川天府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

司、湖南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陕西

中科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 26 家控

股子公司 

检测、委

托试验

服务 

450.00 397.37 

洛阳赛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科基因

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赛威生物”） 
佐剂 2,200.00 1,858.63 

洛阳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科基因

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普泰生物”） 

兽医诊

断产品

等 

96.00 28.76 

洛阳赛奥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科

基因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赛奥生物”） 

生物材

料 
4.00 0.56 

中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普生物”） 

委托试

验 
180.00 45.53 

向关联人提

供租赁服务 

赛威生物 

房屋租

赁服务 

80.00  56.57 

赛奥生物 10.00 9.53 

普泰生物 180.00 127.04 

中科基因 15.00 11.14 

洛阳中科基因 70.00 64.87 

洛阳中科生物芯片技术有限公司（中科

基因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芯片”） 
20.00 14.53 

洛阳乐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世纪萌邦

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乐宠健康”） 
15.00  11.27 

合计 3,400.00 2,583.40 

2022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未超出预计金额。 

（三）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基于公司 2023年经营发展的需要，结合 2023年度预算情况，预计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3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3 年

预计金

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上年实

际发生

额（万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 品 或

提 供 劳

务 

世纪萌邦 宠物药品 80.00 3.41 3.69 0.76 不适用 

乐宠健康 
受托试验

服务 
10.00 / 0 / 不适用 

小计 / 90.00 / 3.69 / /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租 赁 服

务 

中科基因 

房屋租赁

服务 

18.00 3.21 11.14 2.34 不适用 

赛威生物 100.00 17.86 56.57 11.86 不适用 

赛奥生物 15.00 2.68 9.53 2.00 不适用 

普泰生物 180.00 32.14 127.04 26.64 不适用 

洛阳中科基因 70.00 12.50 64.87 13.60 不适用 

中科芯片 20.00 3.57 14.53 3.05 不适用 

乐宠健康 15.00 2.68 11.27 2.36 不适用 

小计 / 418.00 / 294.95 / / 

购 买 关

联 人 商

品 或 接

受劳务 

赛威生物 
佐剂等原

材料 
3,000.00 9.44 1,858.63 5.01 

预计需求

量增加 

普泰生物 
兽医诊断

产品等 
80.00 0.25 28.76 0.08 不适用 

中普生物 
口蹄疫疫

苗等 
2,500.00 / 0 / 

本年度新

增口蹄疫

疫苗代理

销售业务 

中科基因 

检测、委

托试验服

务 

14.00 1.19 4.49 0.62 不适用 

洛阳中科基因 476.00 40.38 296.25 41.42 不适用 

临沂中科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 
50.00 4.24 32.67 4.53 不适用 

青岛中科基因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25.00 2.12 20.43 2.84 不适用 

湖南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20.00 1.70 11.02 1.53 不适用 

福州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20.00 1.70 6.66 0.92 不适用 

辽宁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18.00 1.53 9.43 1.31 不适用 

广西中科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0.85 9.42 1.31 不适用 



 

 

江西中科基因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10.00 0.85 2.95 0.41 不适用 

陕西中科基因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5.00 0.42 1.64 0.23 不适用 

云南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2.00 0.17 0.84 0.12 不适用 

哈尔滨中科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65 0.09 不适用 

常州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2.00 0.17 0.44 0.06 不适用 

杭州洪桥中科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48 0.07 不适用 

四川天府中科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安徽洪桥中科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海南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贵州云上中科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新疆中科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广州中科基因检测

服务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韶关中科基因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河北骥才中科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山西中科基因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内蒙古中科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甘肃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吉林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 
2.00 0.17 0 / 不适用 

小计 / 6,260.00 / 2,284.76 / / 

合计 6,768.00 / 2,583.40 /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世纪萌邦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焱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政高路 77 号 1206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动物诊疗；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兽药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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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远程健康管理服

务；饲料原料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宠

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企

业管理咨询；品牌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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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世纪萌邦控股股东为上海（一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一宠健康”）。普莱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许科先生为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融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融泉”）执行事务合

伙人，持有宁波融泉 58.278%的合伙份额，实际控制宁波融泉；宁波融泉持有一

宠健康 84.33%的股权，一宠健康持有世纪萌邦 70%的股权，因此张许科先生实

际控制世纪萌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三）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乐宠健康系世纪萌邦控股子公司，因此世纪萌邦、乐宠健康为普莱柯

关联法人。 

普莱柯董事秦德超先生、胡伟先生、宋永军先生、马随营先生、监事张珍女

士、副总经理田克恭先生、副总经理周莉鹏女士、财务总监裴莲凤女士、胡伟先

生之子胡家豪先生、过去 12 个月内持股 5%以上股东孙进忠先生合计持有宁波融

泉 34.53%的合伙份额，系利益相关方。 

2、中科基因及其控股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文泉 

注册资本：9,328.1889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22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永大路 38 号

院 5 号楼 2 层 201 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动物检验服务；技术检测；兽医技术培

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计算机系统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

互联网文化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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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普莱柯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许科先生担任中科基因控股股

东余江县汇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余江汇泽”）执行事务合

伙人，因此普莱柯与中科基因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6.3.3（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普莱柯董事会秘书赵锐先生担任

中科基因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三）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公司认定中科基因为公司关联法人。 

洛阳中科基因、临沂中科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青岛中科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湖南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福州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辽宁中科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广西中科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中科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陕

西中科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云南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哈尔滨中科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常州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洪桥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四

川天府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安徽洪桥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海南中科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贵州云上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新疆中科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中科基因检测服务有限公司、韶关中科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河北骥才中



 

 

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山西中科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中科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甘肃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吉林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等 25 家公司

均系中科基因控股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三）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认定上述中科基因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3、中普生物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春林 

注册资本：43,272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6 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高速路口以北 150 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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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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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说明：普莱柯董事秦德超先生、董事会秘书赵锐先生担任中普生物

董事职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中普生物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人日常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销售商品、提供租赁服务、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等相关事项，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求，公司在与关联人发生具体交

易时，分别与关联人签订相关合同，约定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交

易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交易均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交易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合

同协议执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存在

公司主要业务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或被其控制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普莱柯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普莱柯独立董事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普莱柯独立董事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