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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日常经营

的稳定持续运行，2018年公司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化医集

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

药”）及其下属子公司等关联人预计将继续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销售商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及向关联人支付

利息，2018年公司与关联法人年度预计发生总金额94,200万元。 

2017 年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03,151.11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关于公司增加 2017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9）。2017 年公司实际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420.48 万元（其中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已实际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为 41,410.58 万元）。 

《关于确认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

避审议通过，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绍云先生、魏云先生、郑伟先生、

文德镛先生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关联关系的

股东化医集团、复星医药、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重组前化工资产板块与关联法人 2017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计 

发生额 

2017 年实际 

发生额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或接

受劳务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8,435.00 33,017.15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180.00 182.60 

重庆腾泽化学有限公司  1.03 

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4.85 

小计 38,615.00 33,215.63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或提

供劳务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157.00 4,587.81 

重庆腾泽化学有限公司 1,323.00 568.89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50.00 14.31 

重庆卡贝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25.30 

重庆飞华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2,998.64 

小计 13,855.00 8,194.95 

合计 56,195.00 41,410.58 

以上业务预计 2018 年不再发生。 

公司下属子公司重庆医药与关联法人 2017年实际发生及 2018年预计发生经

营性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

计发生额 

2017 年实

际发生额 

2018 年预

计发生额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或提供劳

务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350 1,482.83 1,700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0.04 1,00 

重钢总医院  17,000 17,823.25 20,800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 225.35 200 

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 0 2,101.43 0 

重庆化医长风投资有限公司 0 9.45 0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0 0.68 0 

重庆和平制药有限公司 0 135.81 200 

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0 293.41 300 

小计  17,570 22,072.25 23,300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或接受劳

务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000 33,999.74 60,000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7,000 7,725.58 9,000 

重庆和平制药有限公司  800 948.46 1,000 

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 0 120.15 0 

重庆市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0 9.41 10 

重庆化医紫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400 401.66 500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30 124.22 190 

小计  45,230 43,329.22 70,700 

向关联方

支付利息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60 68.29 100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0 90.18 100 

小计  60 158.47 200 

合计 62,860 60,009.90 94,200 

截止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18,401.98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平  

注册资本：262,523.215961（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对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70 号 A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4504171888 

公司性质：国有独资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795.33 亿元，净资产 165.64 亿元，实现营

业收入 331.56 亿元，净利润 0.98 亿元。（未经审计）  

2、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启宇 

注册资本：249,513.1045（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物化学产品，试剂，生物四技服务，生产销售自身开发的产品，

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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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上海市曹杨路 510 号 9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0605412 

公司性质：上市公司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19.71 亿元，净资产 253.27 亿元，实现营

业收入 185.34 亿元，净利润 31.24 亿元。 

3、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世均  

注册资本：11,063.75（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粉针剂（头孢菌素类）、片剂（含激素类、青霉素类、头孢

菌素类）、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含青霉素类）、散

剂、搽剂（含激素类）、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滴眼剂、凝胶剂、气雾

剂、喷雾剂、干混悬剂、中药颗粒剂。（在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事项内经营） 货

物进出口；药品技术研发、药品技术咨询；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中药材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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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岸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石支路 2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31636780 

公司性质：国有控股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化医集团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1 亿元，净资产 2.73 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 18.39 亿元，净利润-0.03 亿元。 

4、重钢总医院  

法定代表人：李起 

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门诊）/儿科/眼科/



耳鼻咽喉科/口腔科（门诊）/皮肤科/精神科/传染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

科/职业病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门诊）  

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堰三村 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7935263435 

举办人：重庆千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业健康”）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90 亿元，净资产 3.30 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 4.35 亿元，本期结余 0.40 亿元。 

5、重庆和平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世均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片剂、粉雾剂、胶囊剂、颗粒剂、散剂、流浸膏剂、

口服液、口服溶液剂、糖浆剂。  

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工业园区白龙三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7562420424 

公司性质：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化医集团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4 亿元，净资产 0.55 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 1.01 亿元，净利润 0.04 亿元。 

6、重庆化医紫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智  

注册资本：1,172.6594（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餐饮服务（仅限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 资产收

购及资产处置；企业和资产托管；企业债权、债务的收购、处置；投资咨询、财

务咨询、财务顾问；利用自有资金对化工、医药行业进行投资；销售煤炭、矿产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电器机械及器材、钢材、五金、

交电、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日用化学品；化工机械设备、房地产租赁；化工

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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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 68 号 1 幢 18-1、18-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95851908L 

公司性质：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化医集团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57 亿元，净资产：0.23 亿，营业收入 0.41

亿元，净利润 0.15 亿元。（未经审计） 

7、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伟  

注册资本：127,755.9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县内班车客运，二类汽车

维修（大中型客车），制造、销售化肥（仅限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化肥）、精细及

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普通机械、汽车零部件、橡胶制品、塑

料制品、日用百货，普通机械设备维修、安装，旅游项目开发，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自有摊位出租。（以下经营范围限分

支机构经营）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发电，特种设备检验，汽车美容，计

量认证，环境监测（乙类），RD3、RD4 特种设备检验，工程质量检测，企业管

理服务，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运行和维护，钢结构加工，工业生产自动化

控制系统和供配电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维护、检修、检测，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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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注册地）：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32962518 

公司性质：国有控股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化医集团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5.12 亿元，净资产 22.23 亿元，营业收

入 42.13 亿元，净利润 5.54 亿元。（未经审计） 

8、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亚平 

注册资本：153,646.5085（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法律、

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

事经营）。 

住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镇关口新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09440134T 

公司性质：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化医集团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83 亿元，净资产 10.90 亿元，营业收入

0.46 亿元。（未经审计） 

9、重庆市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克林 

注册资本：48,091.95（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研发多品种食盐（按许可证核定品种从事生产经营），批

发、调拨、零售食盐、多品种盐、工业盐，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销售化肥，（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

零售卷烟、雪茄烟，普通货运。销售（包括利用互联网销售）日用百货、日用杂

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农副产品、建筑材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钢材、日用化学品、饲料，生产、销售塑料包装制品，自有房屋

租赁，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开发及维护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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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五四路 39 号第 19 层部分及第 20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2714G 

公司性质：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化医集团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 亿元，净资产 13 亿元，营业收入 35

亿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化医集团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一款的关联关系情形，化医集团为公司关联法

人。 

因公司董事文德镛先生担任复星医药副总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5 第二款、10.1.3 第三款的关联关系情形，文德墉先生为我司关联

自然人，复星医药及其下属公司为我司关联法人。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和平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化医紫鹰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化医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该关联

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的关联关系情形。  



重钢总医院举办人为千业健康，千业健康为公司控股股东化医集团全资子公

司，重钢总医院为化医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重钢总医院委托重庆医药及其

子公司对其进行日常经营管理。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五款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良好、有较强履约能力

的公司，不存在履约风险，本公司认为其能够向公司支付交易款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交易原则。其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的，参

照国家定价；无国家定价的，参照市场价格定价；既无国家定价又无市场价格的，

参照不高于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购销相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执行市场价格时，双方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化医集团及复星医药将在该事项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分别签署日常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上述关联人的商品购销类交易按需要由各经营主体签署相应

的购销合同或年度购销协议，接受的各项劳务签署相应的租赁合同或借款合同，

提供的劳务签署相应托管协议、劳务合作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公司与化医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复星医药及其下属企业

年度采购及销售商品的上限金额，日常经营合同所必备的条款。 

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公平磋商。 

协议有效期：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药品及出售药

品，为日常的经营性交易，不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向关联公司采购或销售药品、器械均属正常的市场供需行为，在相互了

解生产经营状况的情况下，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及交易规则进行交易，各方亦根据

自身维持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取盈利等目的选择交易对手。 

（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收（付）款条件与市场同等情况保

持一致，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上述关联交易将持续发生，但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负

面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2018年4月18日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

了《关于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时发表《关于确认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18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内容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

为：《关于确认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

的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活动，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

交易情况合理预测的基础上确定，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和公司的利益。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鉴于本事项为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提请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与化医集团签署的《2018年度原材料/商品采购与销售框架协议》、与复

星医药签署的《有关销售及采购原材料/商品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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