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2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1）。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告内容有误，部分内容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进行披

露，现更正如下： 

一、原披露内容： 

（二）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0 年 1-2 月份实际发生关联交易及 2020 年全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9年1月-2

月关联交易

额（不含税） 

2020年全年预

计关联交易金

额（不含税） 

控

股

股

东

关

联

交

易

情

况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78.68 5,586.50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1,413.00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0.56 483.8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30.00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70.0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9.30 250.0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184.97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248.52 38,563.5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4.70 574.3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270.0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18.91 2,690.0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500.00  

健康元（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225.28  

上海方予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689.00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53 40.50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145.58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176.99  

小计 5,411.56 51,893.49  

其

他

关

联

方

交

易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94.37 5,643.80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298.21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9.84 720.00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6.63 319.57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6.37 276.37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26 144.00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 150.00  

小计 521.46 7,551.95  

合计 5,933.02 59,445.44  

注：上述公司与控股股东健康元及其子公司发生的采购商品持续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更正为： 

（二）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不含

税） 

2020 年 1 月-2

月已发生金额

（不含税） 

上年发生

金额（不

含税）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586.50  778.68  3,381.2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0.00    -    0.14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0.00    -    2.6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50.00    19.30  34.15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8,563.50  4,248.52  28,801.78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98.21    -    317.71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76.37      6.37  72.89  

小计 45,074.58  5,052.87  32,610.57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83.86      0.56  63.73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70.00    -    874.76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5.58    -    47.79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643.80  394.37  3,564.68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50.00    -    19.42    

小计 6,693.24  394.93  4,570.3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13.00    -    18.5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76.99    -    68.66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720.00    79.84  575.78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44.00    14.26  53.01  

小计 2,453.99    94.10  715.99   

接受关联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690.00  318.91  1,634.72  



人提供的

劳务 

上海方予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689.00    -    -    

小计 3,379.00  318.91  1,634.72  

租入资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184.97    -    77.94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74.30    44.07  177.98  

小计    759.27    44.07  255.92   

租出资产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500.00    -    -    

健康元（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225.28    -    -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40.50      1.53  9.1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租出资产 依市场价协商确定    319.57    26.63  319.42    

小计 1,085.35    28.16  328.57   

二、原披露内容：“2019 年 1 月-2 月关联交易额（不含税）” 

现更正为：“2020 年 1 月-2 月已发生金额（不含税）”。 

三、原披露内容： 

（三）2019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40,252.22 万元。

其中，与控股股东健康元及其附属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35,221.97 万元，占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 53,341.61 万

元）的 66.03%；与蓝宝制药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4,458.17

万元，占经公司董事会、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 5,229.58 万元）

的 85.25%；与 LUNGLIFE AI, INC.（原名：Cynvenio Biosystems,Inc.）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03 万元，占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预计金额（人民

币 12.00 万元）的 33.58%；与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548.63 万元，占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 1,088.33

万元）的 50.41%；与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人民币 19.42 万元，占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预计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的 38.84%。上述关联交易均未超出审批的预计金额。 

现更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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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比例（％） 差异（%）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17.71  342.18  0.15% -7.15%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3,381.26  7,241.63  1.55% -53.3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产成品  34.15  194.26  0.02% -82.42%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0.14    2.89  0.00% -95.16% 

深圳太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64    2.89  0.00% -8.6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产成品  72.89  636.38  0.03% -88.55% 

LUNGLIFE AI, INC. 采购原材料   4.03   12.00  0.00% -66.42%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8,801.78  38,187.52  13.23% -24.58% 

小计 32,614.60  46,619.75  14.98% -30.04%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3,564.68  4,287.40  0.38% -16.86%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 874.76  885.54  0.09% -1.22%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63.73  837.05  0.01% -92.39%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 47.79  93.10  0.01% -48.67%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产成品、原材料 101.60  150.00  0.01% -32.27% 

珠海麦得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高分子材料 19.42  50.00  0.00% -61.16% 

小计 4,671.98  6,303.09  0.50% -25.8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 水电及动力 575.78  600.00  42.53% -4.04%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水电及动力 53.01  95.67  3.92% -44.59%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8.54  650.39  1.37% -97.15%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0.11  5.00  0.01% -97.80%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4.12  14.12  1.04% 0.0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68.66  100.00  5.07% -31.34%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加工费、检测 14.61  180.00  1.08% -91.88% 

小计 744.83  1,645.18  55.02% -54.7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水电及动力等 1,634.72  2,230.00  6.30% -26.69%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测试 1.60  5.00  0.01% -68.00% 

小计 1,636.32  2,235.00  6.31% -26.79% 

租入资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出租 77.94  84.97  5.50% -8.27%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办公、设备租赁 177.98  559.30  12.57% -68.18% 

小计 255.92  644.27  18.07% -60.28% 

租出资产 

健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办公出租 9.15  9.99  0.94% -8.41% 

珠海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办公出租 319.42  344.28  32.90% -7.22% 

小计 328.57  354.27  33.84% -7.25% 

注：披露日期及索引：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2016 年 12 月 24 日、2019 年 3 月 28 日及

2019 年 6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与健康元签订 2017 年-2019 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91）、《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18）、《丽珠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6）、《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7）。 

四、原披露内容：“1、关联交易签约情况：公司与健康元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签订了 2020 年-2022 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未来公司将继续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各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合同。” 

现更正为：“1、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与健

康元签订了 2020 年-2022 年三年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对公司与健康元

及其子公司拟发生的以采购商品为主的持续性关联/连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公

司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与健康元签订了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对公司与健康元

及其子公司 2020年拟发生的提供劳务及接受劳务的持续性关联/连交易进行了合

理预计。未来公司将继续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各关联方签订具体的

交易合同。” 

除上述更正外，公告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更新后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已同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