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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19-008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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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2019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肖玲回避对该议

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王广基、冯巧根和郝德明会前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审查，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已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金额，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将回避对该事项的表决。 

（二）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关联人 
2019 年预

计交易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8 年 

实际交易 

金额 

采购 

商品 

原辅包材 

药品 

市场价

格定价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含子公司） [注] 40000   3,146.88  16,831.97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1000      99.33  816.18 

销售 

商品 

药品 

包装印刷 

市场价

格定价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含子公司） 8000     104.21  5,148.16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16500   1,303.41  15,028.76 

[注]2019年度公司对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含子公司）的预计交易金额较 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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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上升，主要基于公司于 2018年度向其转让了子公司南京华东医药有限公司 51%及华东

公司的子公司南京金陵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考量。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人 

2018 年 

实际 

交易金额 

2018 年 

预计交

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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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商品 

原辅包材 

药品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6,831.97 23000 10.73 -26.82 2019-008公告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816.18 1200 0.52 -31.99 2019-008公告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61.69 100 0.04 -38.31 2019-008公告 

小     计 17,709.84 24300 11.29 -27.12 不适用 

销售 

商品 

药品 

包装印刷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148.16 10000 1.79 -48.52 2019-008公告 

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15,028.76 23000 5.22 -34.66 2019-008公告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0 150 0 0 2019-008公告 

小     计 20,176.92 33150 7.01 -39.13 不适用 

合     计 37,886.76 57450 18.30 -34.0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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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对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业务部门基于以往年度的交易情况做出了

的预计。报告期内，公司受到“两票制”政策的影响以及转让了子公司南京华东医

药有限公司 51%及华东公司的子公司南京金陵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自

2018年 11月起，南京华东医药有限公司和南京金陵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故其产生的关联交易不再进行统计），致使公司 2018年度实

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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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因政策变化和医药市场大环境影响以及在报告期内转

让控股子公司致使合并报表范围减少等因素，造成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产生差异，实际发生总额少于全年预计总金额，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2018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交易价格确定，未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

诊断药品，二类精神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生产、销售等。企业性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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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250015862U ，法定代表人：陶昀，注册资本 104,161.1244 万元，住

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尤家凹 1 号。主要股东：南京医药（集团）公司占

23.22%，新工集团占 8.22%。该公司 2018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2,259,569.98

万元，净利润 25,142.93 万元，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 425,778.67

万元，总资产 1,939,596.34 万元。（未经审计） 

（2）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批发，医疗器械销售。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102MA1M9GUM20，法定代表人：潘峥，注册资本：100.2 万元，住

所：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街 55 号综合楼二楼。主要股东：本公司占 33.33%、

陶月宝占 33.33%、佟芳占 33.33%。该公司 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 22,897.94

万元，净利润 2.35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174.89 万元，

总资产 12,848.20万元。 

2、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药”，非失信被执行人)，

系新工集团间接控制的法人。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南京益同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同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系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关系。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均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形成坏帐的可

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益同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益同公司于2018年3月9日签署《产销协议》，约定将本公司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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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制药厂所生产的除脉络宁以外的产品全部由益同公司总经销，同时益同公

司负责该等产品所需原辅包材的配套供应，按市场价确定销售及供应价格，销

售及采购费用控制在每年相当于（该等产品的销售总额+该等产品所需的原辅

包材的采购总额）×18%左右的水平。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协议有效期为三

年，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 

2、本公司与南京医药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含子公司）与南京医药（含子公司）于 2019年 3 月 11 日签署《药

品采购及销售协议》，本公司因客户的需求向南京医药采购其所代理销售的药

品；同时，本公司根据南京医药的市场需求向其销售本公司的药品。药品的价

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向南京医药销售或采购药品的

价格不得明显偏离向市场独立第三方销售或同样药品的市场公允价格。协议有

效期为三年，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计算。 

3、本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采购与销售药品及零星包装印刷业务，

由于金额较小未签署专门的关联交易协议，而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在需

要时与相关的供应商、销售商在交易时根据市场化原则签署相应的购销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连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辅包材、药品，向关联方销售药品，这些交易都是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正常业务行为，且长期以来与上述关联方维持业务往

来。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益同公司以前是为南京第三制药厂提供药品总经销及所需原辅包材的配

套供应的药品经销公司。2002年9月，本公司收购南京第三制药厂后，南京第

三制药厂并入本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为利用益同公司的采购及销售网络和团

队，公司将金陵制药厂所生产的除脉络宁以外的产品全部由益同公司总经销，

同时益同公司负责该等产品所需原辅包材的配套供应，按市场价确定销售及供

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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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南京医药之间所发生的药品采购及销售的关联交易是由于各自

客户的市场需求，向对方销售已方所代理销售或生产的药品所致。 

上述关联交易能够合理配置和利用优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3、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类关

联交易的金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不利影响。 

4、公司 2018 年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销售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7.01%，关联

采购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11.29%。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没有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1、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对该议案

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了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对公司经营的有利补

充，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公司预计的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将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同意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及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