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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2022-035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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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

团”）对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京同仁堂

科技发展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科技”）、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商业”）以委托贷款形式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共计

人民币 8,560 万元即将期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与控股股东继续签订委托贷款

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同仁堂集团将以委托贷款形式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资金共计 8,560 万元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拨付资金将投入合同约定项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内，同仁堂集团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委托贷款形式拨付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5 笔，累计金额人民币 8,560 万元；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

与同一关联人累计进行的除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以及前述委托贷款事项之外，其他

关联交易事项 2 次，交易金额 6,68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

成不良影响。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使用要求，本次委托贷款将于后续适

当时间，按照证券监管规定履行有关审议程序后，转为同仁堂集团对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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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联交易概述 

1、2021 年 10 月 28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同仁堂集团将其所收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

金分别拨付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仁堂科技、同仁堂商业。具体为：拨付公司金

额为人民币 4,330 万元（其中 2021 年 11 月拨付 4,300 万元，2022 年 1 月拨付 30

万元），拨付同仁堂科技金额为人民币 3,230 万元（其中 2021 年 11 月拨付 3,200

万元，2022 年 1 月拨付 30 万元），拨付同仁堂商业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拨

付方式为委托贷款。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使用要求，该项委托贷款将于

后续适当时间，按照证券监管规定履行有关审议程序后，转为同仁堂集团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的投资。 

鉴于前述委托贷款即将期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与控股股东继续签订委托

贷款协议。 

2、关联关系 

同仁堂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2.45%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同仁堂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同仁堂集团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同仁堂科技、同仁堂商业发生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及已披露的其他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未达到交易金额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

上。 

二、 关联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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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名称：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成立时间：1992 年 8 月 17 日 

3、 法定代表人：王贵平 

4、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52 号 

5、 注册资本：65,527 万元 

6、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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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以下项目限分

支机构经营：货物储运、药膳餐饮。 

9、 同仁堂集团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同仁堂集团持有公司 52.45%股份。 

10、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同仁堂集团总资产 3,554,884.29 万

元，净资产 2,051,244.58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01,859.12 万元，净利润

187,707.54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同仁堂集团总资产

3,687,194.00 万元，净资产 2,167,073.00 万元，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495,092.00 万元，净利润 165,951.00 万元。 

11、 同仁堂集团经营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其他各方情况 

（一） 同仁堂科技 

1、 企业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2000 年 3 月 22 日 

3、 法定代表人：顾海鸥 

4、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 16 号 

5、 注册资本：128,078.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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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7、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 主营业务：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经营所属

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开展对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来料加工及补偿贸易业务；经营经

贸部批准的其他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转口

贸易和对销贸易；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医疗器械 I 类、日用品；

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加工袋装茶；销售消毒用品；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

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11 月 24 日）；

生产药品；道路货物运输；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

限保健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6 月 03 日）。 

9、 同仁堂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同仁堂科技 46.85%股权。 

10、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同仁堂科技总资产 1,159,386.62 万

元，净资产 815,840.27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40,048.66 万元，净利润

86,684.41 万元。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同仁堂科技总资产

1,244,288.88 万元，净资产 854,732.61 万元，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14,306.34 万元，净利润 54,039.97 万元。 

11、 同仁堂科技经营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二） 同仁堂商业 

1、 企业名称：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2003 年 6 月 5 日 

3、 法定代表人：张荣寰 

4、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甲 4 号 

5、 注册资本：20,8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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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 主营业务：批发药品、医疗器械Ⅲ类（具体范围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医疗器械Ⅱ类（具体范围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普通货物运输；销售

食品；投资管理；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技术培训；医药信息咨询；销售化妆

品、卫生用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健身器材、工艺美术品、I 类医疗器械、

仪器仪表、食用农产品；设计、制作广告；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医疗

器械Ⅲ一次性注射器、图书、生物制品（疫苗、血液制品除外）、毒性中药饮片

（生马钱子、生白附子、生半夏、生南星、斑蝥、生藤黄、生千金子、雄黄）；

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

专业诊疗。 

9、 同仁堂商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同仁堂商业 51.98%股权。 

10、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同仁堂商业总资产 602,485.10 万元，

净资产 229,958.73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832,518.31 万元，净利润 30,923.05

万元。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同仁堂商业总资产 616,378.49 万元，

净资产 243,023.40 万元，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38,389.25 万元，净利

润 25,854.97 万元。 

11、 同仁堂商业经营状况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四、 关联交易内容 

（一） 同仁堂集团向公司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公司接受同仁堂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4,330万

元，并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本项拨付明细如下： 

1、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4,330 万元 

2、 委托贷款期限：1 年 

3、 委托贷款利率：以定价基准加利差确定，其中定价基准为每笔贷款合同

生效日（首个利率确定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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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利差为减 17 个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贷款期限内

利差保持不变。 

4、 资金主要用途：药品生产过程质量安全体系建设项目、药品质量安全性

研究项目、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等规定贷款用途。 

（二） 同仁堂集团向同仁堂科技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同仁堂科技接受同仁堂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3,230 万元，并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本项拨付明细如下： 

1、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3,230 万元 

2、 委托贷款期限：1 年 

3、 委托贷款利率：以定价基准加利差确定，其中定价基准为每笔贷款合同

生效日（首个利率确定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利差为减 17 个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贷款期限内

利差保持不变。 

4、 资金主要用途：药品生产过程质量安全体系建设项目、药品质量安全性

研究项目、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等规定贷款用途。 

（三） 同仁堂集团向同仁堂商业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同仁堂商业接受同仁堂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1,000 万元，并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本项拨付明细如下： 

1、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2、 委托贷款期限：1 年 

3、 委托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度下浮。 

4、 资金主要用途：营销模式改革创新项目。 

五、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同仁堂集团提供委托贷款，符合国资监管单位对上市

企业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提高公司在相关领域的业务能力。同时，公司及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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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也将确保资金的规范使用，积极推进项目的开展。 

六、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 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该项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的发展要求，有利于公司合理调配与使用资金，有效推进实施相关项

目，提高公司药品质量控制管理水平和在相关领域的业务能力。本次关联交易的

交易条款内容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

意将本次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 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事前审核

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条款内容遵循了一贯的公允、合理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有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同意将本次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委托

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交易条款内容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本次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议案。 

（三）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条款内容遵循了

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以全体同意票通过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四）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接受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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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

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条款

内容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七、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1. 过去 12 个月内，同仁堂集团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委托贷款形式拨付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5 笔，累计金额人民币 8,560 万元。 

2.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累计进行的除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外的

关联交易事项 2 次，交易金额 6,680 万元。具体为：（1）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北京同仁堂太原医疗管理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出售给北京同仁堂医养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交易金额 541 万元。北京同

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为同仁堂商业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同仁堂

商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2）同仁堂科技将其所持有的北京同仁堂第二中医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北京同仁堂南三环中路药店有限公司 49%股权出售

给北京同仁堂医养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交易金额 6,139 万元。同仁堂科技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前述事项不存在未按合同条款如期履约的情形。 

八、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审核意见、独立意见； 

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