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976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1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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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公司的影响：2023 年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4,7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 327,818.36万元的 1.44%，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6,121.40 万元的 3.02%，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2023 年，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继续与关联企

业中具有良好商业信誉、较好终端网络和终端队伍的医药商业公司合作，利用其

网络和资源，扩大我公司药品的销售；同时与关联企业中有较好药品资源及服务

的医药工业企业合作，现根据 2023年生产经营计划，对 2023年全年拟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22年 12月 31 日公司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会

议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1月 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的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经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回避 4 票），关联董事汪思洋、

裴蓉、许良、杨庆军回避表决，同意公司 2023 年与控股股东相关联的企业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 4,710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6,121.40万元的 3.02%，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李曙衢、郭云沛、杨智事先认可了本次议案，并在董事会上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经审慎核查，公司 2023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拟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利益，

定价方法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董事会审议此项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 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2、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

预计 

2022 年实

际发生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或劳务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120 72.88 不适用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59 不适用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30 5.84 不适用 

浙江华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20 10.34 不适用 

重庆市华阳自然资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930 626.31 不适用 

浙江厚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5.64 
新增采购智能煎药设

备一套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其他关

联公司） 
 32.02 不适用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杭州华立创客社区管理  

有限公司 
 196.35 

新增子公司杭州华方

医院有限公司租赁 

向关联人

销售药品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4400 2089.52 
因市场环境变化，关联

方减少采购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50  
因市场环境变化，关联

方减少采购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112.45  

合计 5850 3638.94  

注：2022年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3、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种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关联人 2023年 占同类 年 初 至 2022年实 占 同 类 本年预计与



 

 

类别 预计 业务比

例(%) 

披 露 日

累 计 已

发生 

际发生 业 务 比

例(%） 

上年实际发

生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劳务 

重庆市华阳自然资

源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000 0.57 0 626.31 0.36 不适用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他子公司 
100 0.06  146.31 0.08 不适用 

华立集团有限公司

（含其他关联公

司） 

50 0.03 0 468.01 0.27 不适用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杭州华立创客社区

管理有限公司 
360  0 196.35  不适用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服务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

有限公司 
3000 0.92 0 2089.52 0.64 不适用 

华立集团有限公司

（含其他关联公

司） 

200 0.06% 0 112.45 0.03 不适用 

合计 4710   3638.94   

注：1、因 2022年经营数据尚在审计中，上表 2022 年实际发生的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

上表中占同类业务的比例为占 2021年经审计的同类业务的比重；2、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五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对于预计金额较小且未达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披露标准的其他法人主体按照同一控制为口径合并统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 

企业名称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鹏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8年 10月 20日 

企业信用代码 9153010070971262X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医路 158号 

主营业务 批发业，主要从事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等业务。 

主要股东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财务情况 2021年（元） 2022年 1-9月（元） 

营业收入 4,264,852,129.24  2,631,264,566.35 

净利润  40,089,488.51   24,695,657.25 

 2021年 12月 31日（元） 2022年 9月 30日（元） 

总资产 2,295,241,360.97  2,345,787,955.13 



 

 

净资产  577,130,949.16  599,456,484.23 

(2) 重庆市华阳自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阳资源） 

企业名称 重庆市华阳自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祺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06-12 

企业信用代码 91500242711647409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重庆市酉阳县板溪轻工业园区金园大道南路108-1号 

主营业务 农、林、牧、渔服务业，主要从事中药材种植、销售等业务 

主要股东 昆药集团重庆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持有 85%股权 

财务情况 2021年（元） 2022年 1-9月（元） 

营业收入  39,877,685.84   6,028,869.93  

净利润  87,220.13   120,080.29  

 2021年 12月 31日（元） 2022年 9月 30日（元） 

总资产  11,748,648.19   17,327,960.93  

净资产  -4,080,050.31   -3,959,970.02  

(3)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 

企业名称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钟祥刚  

注册资本 75,825.5769万元 成立日期 1995年 12月 14日 

企业信用代码 91530000216562280W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企业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医路 166号  

主营业务 医药制造业，主要从事药物研发、生产、销售、商业批发等业务，以自主天然

植物药为主，涵盖中药、化学药和医药流通等领域。 

主要股东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212,311,616股，占总股本的 28%，为第一

大股东。 

财务情况 2021年（元） 2022年 1-9月（元） 

营业收入 8,253,532,504.48 6,192,724,40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7,667,600.47 372,682,996.97  

 2021年 12月 31日（元） 2021年 9月 30日（元） 

总资产 8,892,918,546.89 9,091,273,6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783,336,322.29 4,970,729,851.45 

昆药集团下属子公司较多，包括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华阳自

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昆药集团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贝克诺顿（浙江）制药



 

 

有限公司等，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五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的有关规定，对于预计金额较小且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披露标准的其他法人主体按照同一控制为口径合并统计。 

(4)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医药） 

企业名称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良 

注册资本 37,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06-21 

企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18204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181 号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药品批发，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医疗器械销售等业务 

主要股东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财务情况 2021年（元） 2022年 1-9月（元） 

营业收入 12,401,231,675.08 9,647,406,769.70 

净利润 752,726,849.92 685,474,950.54 

 2021年 12月 31日（元） 2022年 9月 30日（元） 

总资产 12,821,902,274.99 13,621,445,318.09 

净资产 5,500,393,496.06 5,974,005,767.86 

(5)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集团） 

企业名称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思洋 

注册资本 30,33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06-06 

企业信用代码 913300007042069982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企业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181 号 

主营业务 主要业务涉及医药、电能计量仪表及电力自动化系统、电子材料、房地产、现

代农业等领域。 

主要股东 浙江立成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81.67%股权 

财务情况 2021年（元） 2022年 1-9月（元） 

营业收入 31,717,026,778.89 22,462,552,682.98 

净利润 1,181,592,100.63 856,783,358.00 

 2021年 12月 31日（元） 2022年 9月 30日（元） 

总资产 25,553,300,258.13 27,260,435,596.14 

净资产 9,109,020,050.52 9,905,730,417.41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主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与控股股东相关联的其他法人组织，包括浙江厚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华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富通

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华立创客社区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立海外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杭州贝特仪表有限公司、杭州中骥汽车有限公司等。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五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对于预计金额较小

且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披露标准的其他法人主体按照

同一控制为口径合并统计。 

(6) 杭州华立创客社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创客社区） 

企业名称 杭州华立创客社区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慧康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01-28 

企业信用代码 91330110MA27WUB38G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 181号 8幢 111室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商务服务业，包括园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

业管理等。 

主要股东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财务情况 2021年（元） 2022年 1-9月（元） 

营业收入 100,636,684.14 86,799,255.31 

净利润 2,131,918.21 2,434,760.67 

 2021年 12月 31日（元） 2022年 9月 30日（元） 

总资产 44,680,651.39 57,488,114.69 

净资产 5,086,253.88 7,963,830.9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立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立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华立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 37,014,0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13%；华立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5,128,5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 

华立创客社区是华立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杭州华方医院

有限公司的经营办公场所为华立创客社区的房产，需向其支付物业管理费及房屋

租赁费。 

昆药集团（沪市上市公司：600422）过去十二个月内与本公司受同一公司控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774719116-c2350760471


 

 

制；公司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目前仍然持有其 25,952,556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3.42%。昆药商业为昆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华阳资源为昆药集团的

控股孙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

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坏帐的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

利、公允的原则进行。 

2、定价依据： 

（1）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的定价依据：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

以确保关联方以公允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品，双方在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的

基础上协商定价。 

（2）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的定价，以公司直接

销售给其他非关联经销商的价格扣除原相关产品独自销售时承担相应费用的基

础上，协商确定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价格，确保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防止出现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3）委托加工业务价格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的利润组成，充分考量质量和

成本因素，在价格公平、公允的前提下与关联企业合作。 

（4）房屋租赁参考市场公允价格，以公司下属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租赁协

议执行。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按以上原则确定，交易双方将根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昆药商业在云南省具有良好的行业口碑、优秀的销售队伍、广泛的销售

渠道；我公司选择与昆药商业合作，可借助其在云南的销售渠道，医院网络和营

销队伍，扩大我公司产品销售。华阳资源为公司药品原材料供应商，能够为公司

提供及时的服务和优质原材料。 



 

 

2、2023年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4,71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 327,818.36万元的 1.4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6,121.40 万元的 3.02%，本次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不

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