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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3              证券简称：联环药业               公告编号： 2022-019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度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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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执行市场价格，遵循了公开、公正、 公平的

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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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夏春

来、吴文格、钱振华、潘和平、金仁力回避表决，其余 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

该议案。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江苏联环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将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3、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上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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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价格客观公允，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

展，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

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商品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5.00 7.88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购入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 2500.00 1746.18 
 

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500.00 222.80 

报告期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相关产品

销量不及预期，原

辅料采购减少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30.00 18.64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60.00 49.17 
 

小计 4105.00 2044.67 
 

接受关联

方服务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排污费、环境保护费、

综合服务费、污水处

理设备托管 
900.00 446.13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劳务、设备维修 500.00 395.09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50.00 50.00 
 

小计 1450.00 891.22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00.00 7.55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80.00 69.70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100.00 1349.93  

小计 1280.00 1427.18   

许可关联

方使用商

标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0 0.00 
 

小计 2.00 0.00 
 

合计 

 
6837.00 43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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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依据上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 年生产经营计划，现对 2022 年度全年

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累计日常交易金额不超过 7862.00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商品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0.00 3.5 7.88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购入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 3000.00 152.16 1746.18 

因公司及子公司厂

区建设购入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等增

加 

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000.00 9.06 222.80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50.00 6.44 18.64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60.00 6.30 49.17 
 

小计  5120.00 177.46 2044.67 
 

接受关联

方服务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排污费、环境保护费、

综合服务费、污水处

理设备托管 
400.00 0.00 446.13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劳务、设备维修 800.00 153.60 395.09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50.00 25.00 50.00 
 

小计  1250.00 178.60 891.22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0.00 2.42 7.55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80.00 20.00 69.70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400.00 659.62 1349.93  

小计  1490.00 682.04 1427.18   

许可关联

方使用商

标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0 0.00 0.00 
 

小计  2.00 0.00 0.00 
 

合计 
 

7862.00 1038.10 4363.0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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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夏春来 

注册资本：1377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销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药品批发；兽药经营；化妆品生产；兽药生

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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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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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邗江工业园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旻昊 

注册资本：307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羊胚胎素系列护肤品；研究开发、生产转基因生物制品；销售

本公司自产产品；与转基因治疗和药物有关的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护肤、洁肤类

化妆品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在许可经营范围和有效期限内经营）；

食品生产；美容；养生保健信息咨询；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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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妆品生产；

保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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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美湖路9号-9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其中本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42.27642%。 



5 

 

3、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拥军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药专用设备、化工通用设备制造；第一、第二类压力容器及非标

容器制造；化工医药工程设备、管道、水电、机电安装；不锈钢制品制造、维修；

设备拆除工程（不含爆破拆除）、防腐绝缘工程设计、施工；土建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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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美湖路9号-13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4、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文韬 

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一类、二类、

三类医疗器械、消毒产品、日用百货、化妆品、、针织纺品、五金家电的零售；中医

门诊（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市场推广，健康保健咨询、

医药信息咨询，按摩推拿服务、自有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

配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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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食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直播服务（不含新闻信息服务、网络表演、网络视听节目）；

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托实体医院

的互联网医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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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劳动保护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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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路21号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孙公司。 

5、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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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潘和平 

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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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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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扬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吉安南路158号金荣科技园B8栋6楼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6、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志毅 

注册资本：7366.534191万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运河北路109号 

经营范围：药品，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批发、

零售；玻璃仪器、纺织品、百货、日用杂品、家用电器、农副产品、杀虫剂（不含

农药）、化妆品、针纺织品、家用血糖仪、避孕器械（避孕套、避孕帽）销售；普通

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会务服务；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仓储等工商登记前需许可项目）；房屋租赁；车辆租赁；消毒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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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礼仪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

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劳动保护用

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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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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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公司关联人担任其董事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综合服务费价格：2020年5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污水处理设备托管协议>和<综合服务协议>的议

案》。公司将污水处理设备的日常运营管理与污水处理全权委托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托管费用结算方式为按季结算，乙方每季度应向甲方支付托管费人民

币55万元（不含税），不足一季度的按照（ ）计算，于每季度

结束后15日内支付。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或内部核定价

向本公司提供有偿的综合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向本公司提供安保、环保、生活后勤

等，除上述收费外，考虑到服务成本和其他不可预测因素，就所提供的综合服务收

取综合服务费，收费标准暂定为每季度20万元。自上述两份协议生效之日起，江苏

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签

署及重新审议的《综合服务协议》终止，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签署的《污水委托处理协议》终止。 

2、原辅料、药品、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办公用品采购价格：上述交易价格

公允，且对方给予本公司同等条件下优于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因此，不会损害本公

司利益。交易均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条款进行，未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 

3、设备维修价格：按市场价格向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支付维修费用（包

括加工费和材料费），价格不高于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给任何第三方的价

格。 

4、销售药品、材料价格：按市场价格结算，价格不低于本公司提供给任何第

三方的价格。 

5、许可关联方使用商标：2020年8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许可联环

大药房在许可范围内有偿使用公司已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商标（注册

证号：1038793、1038794），联环大药房向我公司每年支付许可使用费2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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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使用期限为5年，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起算。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对本

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22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是

必要的、有利的。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

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联环药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