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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20-010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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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含其附属公司，

不包括本公司）签订了《采购框架性协议》及《销售框架性协议》，协议

期限为三年。公司预计两项关联交易发生额分别为每年不超过 15亿元人

民币和 6亿元人民币。该事项尚需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对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无任何不良影响。 

 

释  义 

同仁堂集团 指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仁堂健康 指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堂制药 指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同仁堂生物 指 北京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中研同仁堂 指 北京中研同仁堂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同仁堂医养 指 北京同仁堂医养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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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关联方同仁堂集团（含其附属公司，不含本公司）签订《采购框架性协议》、

《销售框架性协议》及分别预计年发生额度的两项预案。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全

体独立董事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通过，会议审议时关联董事高振坤先

生、藏怡女士、刘柏钢先生、满杰女士回避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以全票赞成通

过上述两项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刘渊先生、王瑛女士、王惠珍女士、吴星宇先生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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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身以及对应的定价方法、结算方式等是公平、合理的，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情况对发生额进行合理预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

益，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上述预

案，并同意将两项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采购框架性协议》和《销售框架性协议》及其预计发生额度尚需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

议案的投票权。 

（二）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与执行 

1、采购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同仁堂集团于 2017年签订《采购框架性协议》，并对协议期（2017-2019

年）内的采购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经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采购关

联交易金额为分别每年不超过 150,000万元人民币。 

2019年内的采购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方 
2019年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

额比例（%） 

预计年度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药品、保健食

品及食品 

同仁堂健康 67,463.22 7.60 

150,000 
同仁堂制药 2,370.41 0.27 

中研同仁堂 98.82 0.01 

同仁堂生物 21.19 0.00 

 合  计 69,953.64 7.88 150,000 

 

公司及下属零售平台向同仁堂集团采购所需原材料、药品、保健食品及食品，

用于满足生产需求及下属商业零售平台经营所需。商业零售平台以综合型药店为

主，主打同仁堂特色产品。2019年，国内经济整体下行压力较大，市场环境不

容乐观。集团系内自 2018年底起，即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行全面治理整顿，

报告期内整体经营速度放缓。内外因素叠加下，工业单位产销量下降，零售门店

扩张速度下降，关联交易规模相应减小，因此本项关联交易发生额较最初预计金

额相差较多。 

2、销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同仁堂集团于 2017年签订《销售框架性协议》，并对协议期（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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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的销售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经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销售关

联交易金额为分别每年不超过 60,000万元人民币。 

2019年内的销售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方 
2019年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

额比例（%） 

预计年度金

额（万元） 

销售产品 同仁堂健康 24,370.94 1.85 

60,000 

同仁堂医养 266.79 0.02 

同仁堂集团 236.02 0.02 

同仁堂制药 93.89 0.01 

中研同仁堂 6.29 0.00 

 合 计 24,973.93 1.90 60,000 

 

公司初始预计所售产品规模有较快增长（含价格因素），但由于市场监管原

因及自身调整工作思路和进度的原因，未能如期实现。鉴于国内经济整体下行压

力较大，加之集团系内全面治理整顿，上述关联企业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放缓。

因此本项交易实际发生额较最初预计金额相差较多。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类别 

根据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基于已经发生的采购与销售关联交易

额度，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情况，对 2020-2022年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预计如

下： 

1、采购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 2019年度向同仁堂集团（含其附属公司，不包括本公司）采购金额为

69,953.64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 7.88%，预计 2020-2022年该项关联交易发生

金额分别每年不超过 15亿元人民币。 

同仁堂健康的保健食品及食品在市场中拥有相当数量的消费群体，而本公司

下属商业零售网点也在持续扩张中。今年起，相关公司对未来都有较为积极展望，

鉴于此，为扩大市场，增加销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亦兼顾审慎考

虑，公司保持此项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变。 

2、销售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 2019年度向同仁堂集团销售金额为 24,973.93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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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预计 2020-2022年该项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分别每年不超过 6亿元人民币。 

鉴于未来年度关联企业将加大对本公司产品的销售力度，尤其针对本公司的

主导明星产品，将有更为明确的推广计划，因此销售发生的关联交易额有可能显

著增长。为扩大市场增加销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亦兼顾审慎考虑，

公司保持此项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变。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贵平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52号 

注册资本：59,404 万元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主营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加工、制造中成药及中药饮片；销售中药材、

中成药及中药饮片；货物储运、药膳餐饮（仅限分公司经营）；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同仁堂集团总资产 3,114,982.00万元（未经审计），

净资产 1,978,853万元（未经审计）。 

同仁堂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2.45%股份。 

2、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缤 

公司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号 58幢 5层-13 层 

注册资本：59,813.6482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生产颗粒剂、胶囊剂、口服液等现代型的中药产品、营养保健品、

中药饮片；下属分支机构经营销售蜂蜜、蜂产品、肽营养粉、方便食品、饮料（固

体饮料类）等。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同仁堂健康合并总资产 875,499.61万元，合并净

资产 375,072.41 万元。 

同仁堂集团为同仁堂健康之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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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保健 

公司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永旺路 29 号 

注册资本：15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丸剂、颗粒剂、片剂、胶囊剂、浓缩丸；销售资产产品；开

发新药产品、新剂型。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同仁堂制药合并总资产 40,505.42万元，合并净

资产 25,843.13万元。 

同仁堂集团为同仁堂制药之控股股东。 

4、北京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宝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 31号中裕世纪大酒店写字楼 A708室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业务：长白山林蛙资源的保护性开发研究，专业生产销售同仁堂牌长白

山中国林蛙油颗粒和同仁堂牌长白山中国林蛙油。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同仁堂生物总资产 614.42万元，净资产 604.34

万元。 

同仁堂集团为同仁堂生物之控股股东。 

5、北京中研同仁堂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保延 

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 20号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产品、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检测。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中研同仁堂总资产 6,229.31万元，净资产 3,836.19

万元。 

中研同仁堂为同仁堂集团之合营企业。 

6、北京同仁堂医养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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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饶祖海 

公司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魏永路北侧北京合众力源农业高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院内 110室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销售日用品、化妆

品、文化用品、工艺品、礼品、电子产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医院管理；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

疗活动除外）；销售医疗器械（限Ⅰ、Ⅱ类）、食用农产品；销售食品。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日，同仁堂医养合并总资产 70,267.42万元，合并净

资产 50,633.57 万元。 

同仁堂医养为同仁堂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历年来各次关联交易均按照协议

严格执行，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本公司采购同仁堂集团（含其附属公司，不包括本公司）部分中药原材料、

药品、保健食品及食品等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定价依据：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在不超过市场价格的范围

内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同仁堂集团（含其附属公司，不包括本公司）不得以高于其向任

何独立的第三方销售相同产品的价格作为向本公司供应产品的价格。 

2.本公司向同仁堂集团（含其附属公司，不包括本公司）销售产品的定价依

据和交易价格 

定价依据：参照本公司给予其他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交易价格：同仁堂集团（含其附属公司，不包括本公司）作为本公司非排他

性的代理销售商，本公司按照对其他独立第三方销售产品的价格给予同仁堂集团

（含其附属公司，不包括本公司）。 

3.双方按本公司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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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发生的关联交易：虽然本公司已拥有自己的原材料采购渠道，建立

了自有药材种植基地和不断完善的原材料采购网络，但同仁堂集团在行业内对于

部分紧缺或贵重及政府管制原材料的采购相对具有优势；此外本公司系下的药品

经营企业为扩大销售，需要向同仁堂集团附属企业采购药品、保健食品及食品等。

因而本公司与同仁堂集团发生采购的关联交易，但严格遵循市场公平定价原则。 

销售发生的关联交易：虽然目前本公司已具备独立的销售系统，但由于同仁

堂集团附属企业亦有一定数量的零售渠道，为扩大本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部分

销售借助同仁堂集团的销售渠道完成。此类关联交易均严格按照给予第三方价格

进行定价，充分体现公平原则。上述关联交易在今后的一定期间内仍将持续发生。 

2.上述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原则，未有

损害本公司、中小投资者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3、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审核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八届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八届九次监事会决议； 

6、《采购框架性协议》； 

7、《销售框架性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 


	OLE_LINK1
	OLE_LINK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