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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8-175 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 

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一心

堂”）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2018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 2019年度

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简称“红云制药”）、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红温泉”）、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云健康”）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公司预计向关联方红云制药采购中西成药合计不超过 17,500 万元、销售中药材合计

不超过 7,200万元；向通红温泉接受劳务不超过 20万元；向红云健康接受劳务不超过 100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2018年度截至披露

日发生金额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红云制 红云制药 中药材 参考市场价格   7,200 1,366.0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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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销售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红云制

药采购 
红云制药 中西成药 参考市场价格   17,500 6,210.68  

一心堂及子公司向关联方

接受劳务 

通红温泉 
会议、住宿、

餐饮 
参考市场价格  20 6.01 

红云健康 
会议、住宿、

餐饮 
参考市场价格  100 0 

 

（三）2018年度截至披露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一 心

堂 及

子 公

司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昆明生达

制药有限

公司 

中药材 0 0 0.00% 0.00%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红云制药

（梁河）

有限公司

（原名为

云南梁河

民族制药

有限公

司） 

中药材 62.71 200 0.01% 68.65%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云南望子

隆药业有

限公司 

中药材 623.99 2,600 0.09% 76.00%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贵州飞云

岭药业股

份有限公

司 

中药材 679.32 2,000 0.10% 66.03%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广州白云

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中药材 1,883.02 10,000 0.28% 81.17% 

2017.11.29、2018.5.22、2018.8.28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98号、2018-130号 

中西成药 33.43 800 0.01% 95.82% 
2018.8.28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130号 

刘琼女士

及其控制

下的企业 

中药材 197.27 500 0.03% 60.55% 
2017.11.29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7-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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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479.74  16,100  0.52%  78.39%  

一心

堂及

子公

司向

关联

人采

购 

昆明生达

制药有限

公司 

中西成药 1,513.38 3,200 0.38% 52.71%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红云制药

（梁河）

有限公司

（原名为

云南梁河

民族制药

有限公

司） 

中西成药 742.02 1,500 0.19% 50.53%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成都锦华

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中西成药 1,117.73 3,000 0.28% 62.74%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云南望子

隆药业有

限公司 

中西成药 431.57 1,300 0.11% 66.80%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贵州飞云

岭药业股

份有限公

司 

中西成药 2,405.98 6,500 0.60% 62.98% 

2017.11.29、2018.4.19、2018.5.22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118、2018-062号、2018-097号 

广州白云

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中西成药 10,946.47 30,000 2.74% 63.51% 
2017.11.29、2018.5.22、2018.8.28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小计 17,157.15 45,500 4.3%  62.29%   

一 心

堂 及

子 公

司 接

受 劳

务 

通红温泉 
会议、住

宿、餐饮 
6.01  20  0.46% 69.95% 

2017.11.29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7-118号 

红云健康 
会议、住

宿、餐饮 
 0 100  0.00%  100% 

2017.11.29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7-118号 

小计 6.01   120  0.46% 94.9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 2018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导至

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2018 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 2018年 12 月 31日仍存在 2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业务时间未截止，导

致目前与白云山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2018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2018年度 11月、12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继续发生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红云健康因 2018年度业务调整而暂停了原计划为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议、住宿等服务，

导至红云健康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2018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因截至披露日到 2018年 12 月 31日存在 2 个月的时间差，导致上市公司与白云山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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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2018 年度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2018年度 11月、12月上市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继续发生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成都市双流区

西南航空港经

济开发区西航

港大道中四段

389 号 

周红云 

生产、销售药品；医药技术研发、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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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3.17 万人民

币 

   

关联方经营情况： 

单位：元 

2018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2018 年 9月 30 日 

负债总额 

2018 年 9月 30 日 

净资产总额 

2018 年度 1-9 月 

营业收入总额 

2018 年度 1-9 月 

净利润 

378,797,143.08 88,559,295.82 290,237,847.26 177,197,632.02 4,160,224.62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红云制药股权结构如下： 

 

 

 

红云制药 

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昆明钰心医药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005.36 55.2416% 

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379.14 16.1216% 

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62 0.0023% 

周红云 51.85 0.1909% 

高家雄 563.03 2.0728% 

高梓呈  531.75 1.9576% 

高铁斌 469.19 1.7273% 

贵州剑河创投基金管理中心 1782.98 6.5640% 

新余灏源医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51.21 4.6063% 



 

    
                                                                         

5 

桂林天外望红云医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28.04 11.5157% 

昆明钰心医药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总额为8亿元人民币，其合伙人及出资

情况如下： 

分类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甲类有限合伙人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3824 17.28%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46176 57.72% 

乙类有限合伙人 

周红云 100 0.125% 

王波宇 100 0.125% 

鄢浩宇 100 0.125% 

张现涛 100 0.125% 

郭敏 100 0.125% 

丙类有限合伙人 阮鸿献 19300 24.125% 

普通合伙人 达孜县中钰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0.25% 

甲类有限合伙人：指认缴本合伙企业当中享有优先收益分配权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 

乙类有限合伙人：指认缴本合伙企业当中享有本协议约定的收益分配权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 

丙类有限合伙人：指认缴本合伙企业当中享有本协议约定的收益分配权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指在本协议订立时本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钰心基金丙类有限合伙人阮鸿献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鸿地产”）的股东为阮鸿献先生、阮圣

翔女士，持股比例分别为 99.22%、0.78%。阮鸿献先生为云鸿地产的实际控制人。 

贵州剑河创投基金管理中心，阮鸿献先生持有其 10%份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红云制药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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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华宁县通

红甸乡通红甸村 
鲁少龙 

温泉开发、经营；餐饮、娱乐、美容美发、康体健身、

文化艺术交流服务；日用品销售 

200 万人民

币 

关联方经营情况： 

未建账。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3.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日新路中

段广福城 A11-2

幢 9 层 9a 号 

阮鸿献 

健康管理、医学咨询服务；保健、健身运动、皮肤护理、

心理健康及康复的咨询、培训；医疗技术开发；项目管理、

房屋租赁；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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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万人民币 

关联方经营情况： 

单位：元 

2018 年 3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18年 3月 31日负

债总额 

2018 年 3月 31 日 

净资产总额 

2018 年度 1-3 月 

营业收入总额 

2018 年度 1-3 月 

净利润 

45,351,349.48  45,285,351.45 65,998.03 8,588.8 -14,074.69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红云健康的股东为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云南云鸿房产地开

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阮鸿献先生、阮圣翔女士，持股比例分别为99.22%、0.78%。阮鸿献

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红云健康为公司

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7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2019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参考2018年度的平均价格，以

实际市场价格最终确定。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

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交易定价参考采购发生时当地同类商品销售主体的报价以及关联

方向其他客户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确定。交易价款根据约定

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依据框架协议，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签署相关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中西成药是公司的主营业务，需要供应商的及时有效配合；中药材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需要采购商的有效配合。红云制药是公司的关联

企业，在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下，该关联企业能够在保证质量及时效的前提下向公司交付

产品以及优先考虑向公司采购中药材，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通红温泉、红

云健康为公司提供必要的劳务服务。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

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

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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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对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的2019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

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

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因

此，我们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已将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独立董事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

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对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9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

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进行了认真审查，对预计的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公司预计的 2019年度与红云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

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9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

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 2019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一心

堂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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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围，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一心堂 2019年度与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

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

议。 

 

备查文件：  

1、《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与

红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