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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77         证券简称：华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6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确认公司 2021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 

及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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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确认公司 2021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此事项存在关联董事及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受下游需求增长及木糖供应紧张的影响，2021 年度木糖的市场价格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公司向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购买商品的实际结算金额为

16,807.58 万元，较 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超出 1,807.58 万元。 

 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 年度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性往

来，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追加确认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 3 月 29 日，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

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与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雅华”）2021年度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00.00万元，关联交

易内容为购买商品。受下游需求增长及木糖供应紧张的影响，2021年度木糖的市

场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公司向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购买商品的实际结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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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16,807.58万元，较 2021年预计金额超出 1,807.58万元。 

因此，公司追加确认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的类别 关联交易对方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追加确认 

向关联方购买商品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 15,000.00 16,807.58 1,807.58 

考虑到 2020年度公司向四川雅华采购木糖及木糖母液的金额为 9,626.89万

元，因此在 2020年度的基础上，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与四川雅华的关联交易采购

数量为 15,000吨，当时木糖采购均价低于 1 万元/吨，故公司预计关联采购金额

为 15,000万元。然而 2021年度，木糖价格上涨导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过预

计金额，公司未及时核算交易总金额致使未能及时将该等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披露。针对该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已组织相关当事部门认真学习了《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同时，公司进一步梳理了信息披露流程，加强了信息披

露管理，确保公司的信息及时、准确披露。今后公司将加强对日常关联交易的管

理，实时监控，若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金额，将及时履行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 2021年预计金额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注] 购买商品 168,075,789.51 150,000,000.00 

开化县瑞通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8,155,001.50 22,000,000.00 

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11,327,675.54 12,000,000.00 

开化县国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888,247.96 6,000,000.00 

杭州争光树脂销售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40,088.50 1,500,000.00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76,824.00 3,000,000.00 

[注]公司向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采购的主要系公司主要原材料木糖，木糖采购采取市场化定价方式来

确定采购价格。同时，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考虑到公司系大客户采购而为其节省的市场拓展费等相关费用，

故向公司提供了一定的大客户优惠。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 2021年预计金额 



3 

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糖醇类产品 2,302,078.79 5,000,000.00 

雅客（中国）有限公司 糖醇类产品 284,650.00 -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 糖醇类产品 7,504.42 -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 废旧钢材等 5,575.22 - 

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8,703.14 - 

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 
代采购服务 840,981.80 

- 

[注]本期公司向宁波中药公司提供中药材代采购服务，公司与其按照采购总额开票结算，本期共发生采

购成本 14,952,715.26 元，同时本公司与宁波中药公司开具销售发票结算销售收入 15,793,697.06 元。在该

类交易中，本公司属于代理责任人，根据收入准则，公司对该类交易按照净额法确认服务收入 840,981.80

元。 

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系公司根据实际业

务与生产经营需要进行调整。 

2. 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 

(1) 本公司通过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账结算活期存款的

情况                                                        单位：元 

年  度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结算利息收入 支付手续费 

2021年度 2,754.01 8.80 100.00 2,662.81 8.80 100.00 

3.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报告期末担保债务

余额（万元） 
债务到期日 债务内容 

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 1,100.00 600.00 2022.5.7 长期借款 

（三）公司 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2 年一季

度与关联方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商品 

四川雅华生物

有限公司 
30,000.00 29.13 7,300.11 16,807.58 16.32 

木糖价格上

涨 

福建雅客食品

有限公司 
50.00 0.05 9.07 7.68 0.01 -- 

小计 30,050.00  29.18 7,309.18 16,815.26 16.33 -- 

出 售

商品 

福建雅客食品

有限公司 
1,000.00 0.63 53.68 230.21 0.14 

预计业务量

增加 

宁波中药制药 300.00 0.19 1.39 84.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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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1,300.00 0.82 55.07 314.31 0.19 -- 

接 受

劳务 

开化县瑞通物

流有限公司 
3,000.00 55.87 340.89 1,815.50 33.81 

预计业务量

增加 

衢州鑫辉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27.94 141.17 1,132.77 21.10 

预计业务量

增加 

开化县国盛设

备安装有限公

司 

600.00  -- 117.28 388.82 -- -- 

活期

存款 

浙江开化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月均存款

发生额不

超过

10,000.00 

--  0 0.27 --  
预期存款增

加 

定期

存款 

浙江开化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月均存款

发生额不

超过

10,000.00 

--  0 0 --  
预期存款增

加 

购买

理财

产品 

浙江开化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 

[注] 
--  0 0 -- 

预期购买理

财产品增加 

 [注]：公司向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自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资

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四川雅华生物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贺敏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宜宾市叙州区南广镇盐坪坝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2-15 

经营范围：木糖、木糖母液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支持和产品售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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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0%）、宜宾丝丽雅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宜宾雅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 

2021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2,419.59 万元，净资产 13,360.98 万元，营业

收入 23,319.87 万元，净利润 4,613.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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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2、开化县瑞通物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开化县华埠镇华龙路 15 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08-02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配载）。 

主要股东：陈华（持股 22%）、陈德孝（持股 20%）、汤胜春（持股 17%）、

方俊杰（持股 16%）、方苏州（持股 14%）、程新潮（持股 11%）。 

2021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84.05 万元，净资产 393.22 万元，营业收入

1,572.23 万元，净利润-22.07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亲属持股。 

3、衢州鑫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吴世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浙西综合物流中心 2 区 1 幢 3 层 20 号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11-13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站（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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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吴世兴（持股 80%）、余海英（持股 20%）。 

2021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55.34 万元，净资产 219.05 万元，营业收入

1,828.49 万元，净利润 32.43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亲属持股。 

4、开化县国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余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解放路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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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12-1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设备大修、吊装起重；压

力管道、锅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机电安装，维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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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余辉（持股 100%）。 

2021 年（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33.25 万元，净资产 29.62 万元，营业收入

430.29 万元，净利润 1.84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亲属持股。 

5、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天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晋江市罗山社店 

注册资本：8,1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04-2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饮料生产；保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

产；调味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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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陈天奖（持股 34%）、陈启聪（持股 22%）、陈天培（持股 22%）、

陈文照（持股 2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股东。 

6、宁波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方明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 册 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元宝山路 525 号 

注册资本：3,407.2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65-09-01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添

加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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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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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初级农产品

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日

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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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方明（持股 81.72%）、宁波金之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8.28%）、袁诚文（持股 6.55%）。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联营公司。 

7、浙江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汪洪君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浙江省开化县芹阳办事处解放街 60 号 

注册资本：24,413.4326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07-15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债券回收；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从事银行

卡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凭有效《金融许可证》经营，

保险兼业代理险种详见《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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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德水担任董事的公司。 

以上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公司关联方的定义。 

上述各关联方均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前期同类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 2022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所发生的出售商品、采购商品或服务及银行存款等关联交易。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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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的定价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公司拟与银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以市场化定价为原则，相关存款利率不低于

同期存款基准利率；向银行支付的其他费用，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公司

与上述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对公司

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权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会回避情况 

2022 年 4 月 18 日，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追加确认

公司 2021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陈德水、余建明、程新平、徐小荣、曹建宏、杜勇锐回避表决，此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关于追加确认公司 2021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追加确认公司 2021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

关联交易预计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公司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

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追加确认公司 2021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关

联交易预计，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

程的实际交易情况及提前进行合理的预测。公司根据交易模式、交易条件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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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市场价格的定价政策与其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依据交易双方签订的相关合

同进行交易，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