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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持续经营所必要的，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2）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独立董事和审计

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合理、公允，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是公司生产经营

所必要的。董事会在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分别作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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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8 年 

预计数 

2018 年 

实际发生额

（不含税）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中药

饮片、器械 
康美医院 8,000.00   6,479.69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管理费、信

息服务费 
康美医院  2,000.00   1,434.3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 
人保康美（北京）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5.5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

器械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20,000.00   8,391.67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费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10,000.00  9,219.88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费 开原市中心医院 3,000.00  1,982.9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 
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500.00 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食品 匠星实业有限公司 0  0.37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 房屋租赁 匠星实业有限公司 150.00 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

食品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通

城）有限公司 
0  4.77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食品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丽

江）有限公司 
0 0.5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

食品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昆

明）有限公司 
0 34.54 

向关联人采产品 农产品 康美优品米业有限公司  5,000.00  14.99 

接受关联人劳务 体检及其他 康美医院 100.00  18.49 

向关联人采产品 食品 
深圳市康美优品食品营

销有限公司 
0  26.50  

接受关联人劳务 管理费 开原市中心医院 0  14.13  

合计 49,250.00  27,648.42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49,25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27,648.42 万元。新增梅河口市中心医院药品和器械销售的业务，致使关联交易

额增加。 

3、2019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9 

预计数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中药饮片、器械 康美医院 9,0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管理费、信息服务费 康美医院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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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 
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器械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20,0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费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10,0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费 开原市中心医院 3,0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食品、保健品等 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食品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通城）有

限公司 
1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食品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丽江）有

限公司 
1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中药饮片、食品 
康美健康小镇投资（昆明）有

限公司 
100.00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 房屋租赁 匠星实业有限公司 600.00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农产品 康美优品米业有限公司 5,000.00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食品 
深圳市康美优品食品营销有限

公司 
100.00 

接受关联人劳务 体检及其他 康美医院 100.00  

合计 52,100.00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康美医院 

成立时间：2013 年 6 月 26 日 

开办资金：3,000 万元 

注册地址：普宁市流沙新河西路 38 号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外、妇产、儿、眼、耳鼻喉、口腔、皮肤、传

染、肿瘤、急诊医学、康复医学、麻醉、重症医学、医学检验、病理、医学影像、

中医科。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该医院 100%股权，目前该医院为非盈利机构，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该医院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3 月 26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销售保健食品；技术开发；项目投资；经济贸易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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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系

统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经济信息咨询；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居

家养老服务；医疗管理；销售电子产品、体育用品（不含弩）、医疗器械（仅限

I 类）、日用品、化妆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

保健食品、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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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5%股份，根据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作

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公司设立董

事会成员共 5 位，本公司在其中派有 2 位代表，并享有相应的参与决策权，与对

方股东共同控制经营，为合营企业，故该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围。 

（3）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成立时间：1948 年 

开办资金：15,827 万元 

地    址：梅河口市银河大街 988 号 

业务范围：临床教学、医科大学生临床实习，成人医科学历教育临床实习，

医科中专生临床实习；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保健与健康教育 

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康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控股孙公司梅

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95%股权，梅河口市爱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该

医院，目前该医院为非盈利机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该医院不纳入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4）匠星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05月 26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泰科路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网上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目）；



 5 

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展示、展览策

划；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和零售；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

产开发；销售：服装及配件，针棉织品；智能卡系统安装；电子工程安装；智能

化系统安装；建筑物空调设备、采暖系统、通风设备系统安装；计算机和办公设

备维修；国内、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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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一类医疗用

品及器材的销售。服装及配件、针棉织品的生产加工。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的女儿马嘉霖、儿子马嘉腾控制的

公司。 

（5）康美优品米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09 月 29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小杨满族朝鲜族乡景兴村 

经营范围：粮食、中草药、食用菌、水果、蔬菜、种植、收购、加工、销售；

农业机械化作业服务；大米、粮油生产、加工、销售；种子生产、销售；服装及

配件、针棉织品、电子元件、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

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机动车配件、百货、布料、化妆品、

皮革制品、塑料制品、纸制品、陶瓷、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品、家

用电器、肥料、种子、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参与

实业投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房地产开发；计算机和办

公设备维修。 

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许冬瑾女士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马汉耀先生担任该公司监事。 

（6）开原市中心医院 

成立时间：1948 年 

开办资金：1,000 万元 

地    址：开原市孙台路 32 号 

业务范围：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肾内科、综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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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外科等 30 多个科室。 

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康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控股孙公司开

原市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93.69%股权，开原市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管理该医院，目

前该医院为非盈利机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该医院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

合并范围。 

（7）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7 年 1 月 20 日 

注册资本：3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普宁市下架山镇政府南侧 

经营范围：参与实业投资；生产、加工、销售：服装及配件，针棉织品；销

售：电子元件，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机动车配件，百货，布料，化妆品，皮革制品，

塑料制品，纸制品，陶瓷，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品，家用电器；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房地产开发；

参与房地产投资。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马兴田先生担任该公司

执行董事，本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许冬瑾女士担任该公司监事。 

（8）康美健康小镇投资（通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2,655 万元 

注册地址：通城县隽水镇白沙社区十五组 

经营范围：健康小镇投资;健康小镇项目开发;投资信息咨询(不得从事理财、

非法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健康养生管理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健康

科学项目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零配件批发;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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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的女儿马嘉霖、儿子马嘉腾分别担

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和监事。 

（9）康美健康小镇投资（丽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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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14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黄山镇景誉家园 4 栋 401-409 号 

经营范围：健康小镇项目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投资信息咨询(不得

从事理财、非法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健康养生管理服务;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健康科学项目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

零配件批发;物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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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的女儿马嘉霖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儿子马嘉腾担任该公司监事。 

（10）康美健康小镇投资（昆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29 日 

注册资本：8,500 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仕林街 9 栋 164 号  

经营范围：健康小镇项目投资开发;投资信息咨询(不得从事理财、非法集资、

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健康养生管理服务;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健康科学项目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

件、零配件批发;物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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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的女儿马嘉霖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儿子马嘉腾担任该公司监事。 

（11）深圳市康美优品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3 月 22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京社区下梅林二街 6 号颂德花园办公楼

23 层 2305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8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农副产品，乳制品、水产

品、预包装食品、速冻食品、食品添加剂、调味品、饮料、糖果、南北干货，土

特产、炒货、保健食品、茶叶、食用香料、酒类的批发和销售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2、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正常，与本公司交易均

能正常结算，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种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依照市场原

则，按公正、公平、等价、合理的原则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产品或服务的市场

价格参照第三方提供的类似产品或服务的正常的、公平的价格，或者公司提供给

第三方类似产品或服务的，正常的、公平的价格予以确定，无可参照的原则上依

据公司或关联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予以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该等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康美药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