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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9      证券简称：人民同泰       公告编号：临 2019-005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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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持续经

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 2 月 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

此项议案的表决，会议以 7 票同意，2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已与独立董事王锦

霞女士、彭彦敏先生、鞠宏毅先生沟通并获得认可。独立董事对于该

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

下：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

易事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我们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并听取了

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公司该议案所述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正常交

易，定价政策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经我们认可后，将该关联交易

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该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公司

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 符合“公平、公正、公允”和“有偿服务”的原则；

该议案所述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正常交易，有利于公司良性发展，没

有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2018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

金额 

2018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987.48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减少所致 

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3,500.00 2,226.79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减少所致 

小计 5,000.00 3,214.27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500.00 0 本期实际未发生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409.82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减少所致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200.00 197.12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减少所致 

小计 1,700.00 606.94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2,000.00 1,247.04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减少所致 

小计 2,000.00 1,247.04 
 

合计 8,700.00 5,0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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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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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哈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 0.25 144.54 987.48 0.16 本期预计向

关联人购买

商品增加所

致 

哈药集团营销

有限公司  
3,500.00 0.57 360.11 2,226.79 0.37 

小计 5,000.00 0.82 504.65 3,214.27 0.53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哈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 0.11 51.03 409.82 0.06 本期预计向

关联人销售

商品增加所

致 

哈药集团生物

疫苗有限公司 
300.00 0.04 8.28 197.12 0.03 

小计 1,100.00 0.15 59.31 606.94 0.09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哈药集团营销

有限公司 
300.00 0.04 42.26 1,247.04 0.18 

本期预计向

关联人提供

劳务减少所

致 
小计 300.00 0.04 42.26 1,247.04 0.18 

合计 6,400.00 
 

606.22 5.068.25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名称：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镇平 

注册资本： 254,495.33万元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利民西四大街 68号 

主营业务：购销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剧毒品)；按外经

贸部核准的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以下仅限分支机构：医疗器械、制

药机械制造（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医药商业及药品制造、纯净

水、饮料、淀粉、饲料添加剂、食品、化妆品制造、包装、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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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74.82%

的股份。该公司信誉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具备充分的

履约能力，对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产生坏账的可能性很

小。 

（二）关联方名称：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淼 

注册资本：1,800 万元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 368 号 

主营业务：批发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销售

保健食品。 

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方，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99%的股权。 

（三）关联方名称：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艳军 

注册资本：9,388 万元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277 号 

主营业务：动物诊疗活动；宠物美容；销售液体石蜡，供热，农、 

林、牧产品，宠物食品、用品；生物制品技术的研发、咨询、服

务；兽医技术服务；租赁汽车、房屋、场地；家禽养殖。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为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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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

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2、定价依据 

商品采购价格：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商品采购同与非关联方之间

的商品采购在采购方式和采购定价原则基本是一致的，根据各关联方

采购数据以市场化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商品销售价格：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商品销售同与非关联方之间

的商品销售在销售方式和销售定价原则上基本是一致的，结合公司销

售价格体系和各关联方销售数据以市场化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做到优势互补，降低采购成本，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

益。因此，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销售商品等业务系日常经营所需。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价

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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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

体利益。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经营范围产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关联方的利益，不

会出现关联方控制公司的采购、销售等环节或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因此，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审核，根据交易规则，本议案尚需

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回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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