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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8-030 

债券代码：122096                    债券简称：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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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康元）拟

2018 年向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力）采购最高不超过 2.0 亿

元（含 2.0 亿元）的蒸汽及动力。 

  ● 此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并按照公平、公正并参照市场价格的原

则进行，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 此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曹平伟、邱庆丰回避表决。

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产经营过程中蒸汽及动力供应需求，焦作

健康元拟于 2018 年向金冠电力采购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蒸汽

及动力等；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风雷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雷电力）持有金

冠电力 49%股权，金冠电力系本公司联营企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故此项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六届董事会四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控

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曹平伟先生、邱庆

丰先生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已出具同意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独立意

见，本公司监事会亦对此发表相关审核意见。 

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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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交易类别 关联买方 关联卖方 2017 年度预计金额 

2017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不含

税、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燃料和动力 焦作健康元 金冠电力 
最高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 
173,280,489.65 

购买其他供应商及新

产品投入进度不如预

期 

合计 /  
最高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 
173,280,489.65 / 

 

（2）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交易 

类别 

关联

买方

向 

关联

卖方 
2018 年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不含

税 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不含

税、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买燃

料及动

力 

焦作

健康

元 

金冠

电力 

最高不超过 2.0 亿

元（含 2.0 亿元） 
100% 38,238,837.33  173,280,489.65 100% 

新产品投

入会增加 

合计 / / 
最高不超过 2.0 亿

元（含 2.0 亿元） 
100% 38,238,837.33  173,280,489.65 100% /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 

2、住 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赵张弓村 

3、法定代表人：任文举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5、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电力生产、供电、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国家批准方可经营的，凭

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7、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金冠电力资产总额为 805,879,818.99 元，负

债总额为 254,228,321.29 元，所有者权益为 551,651,497.70 元；2017 年度，金冠电力

实现营业收入 700,709,480.99 元，净利润 31,642,003.99 元。 

8、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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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风雷电力持有金冠电力 49%股权，金冠电力系本公司联营企

业，本公司董事曹平伟、邱庆丰代表本公司兼任金冠电力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金冠电力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金冠电力所生产的蒸汽及动力，焦作健康元主营研究、开

发、生产及销售医用中间体、食品添加剂等。为充分保障焦作健康元生产经营的持续

稳定进行，焦作健康元拟 2018 年向金冠电力采购最高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

的蒸汽及动力。 

（二）定价政策及合理性分析 

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生产经营的实际所需，根据公

平、公允原则并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四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控

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曹平伟、邱庆丰回

避表决。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本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已就此议案出具事前认可函：为充分满足及

保障日常生产经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拟于 2018 年度向本公司联营企业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风雷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 

香港嘉华国际企业有

限公司 

焦作市嘉华贸易 

有限公司 

焦作金冠嘉华电力有限公司 

100% 

49%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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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力采购最高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蒸汽及动力，双方依据公平、公

允原则并参照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并未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焦作健康元与金

冠电力的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次董事会审议的与金冠

电力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定价参考市场价格，公允、合理，满足了焦作健康元生产经

营的蒸汽及动力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与金冠电力日常关联交易。 

3、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健康元为满足生产经营所需向金冠电力采购蒸汽和动力，

为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本公司对此项关

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此关联交易的主要是为满足焦作健康元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蒸汽及动力需求，充分

保证焦作健康元生产经营的稳定有序进行。 

2、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此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能充分利用金冠电力拥有的资源

和优势为焦作健康元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蒸汽和动力供应，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

需要。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公允的原则上并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不存

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亦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

况。此项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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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六届监事会三十次会议决议； 

4、公司六届董事会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