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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科     编号：临 2019—27号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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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利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一、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基本情况 

（一）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审议程序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全体 9 名董事，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张寓帅先生、张红伟先生、卢建权先生回避了表决）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张再鸿先生、谢娟女士、徐友龙先生在董事会召开前审阅提

案内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就董事会

审议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19年将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符合公司当

前生产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是交易双方根据市场价格

自愿作出的。关联董事在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所采取的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总金额大于 3000万元且大于公司净资产的 5%，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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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发

展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二）上年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交易人 上年预计金额

（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材

料、商品 

宜昌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3,800,000 1,513,306.29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

形势。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和香港南北兄弟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99,600,000 39,742,226.03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

形势。 

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韶关市山城水都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451,988,000 136,397,471.28 因工程建设周期较

长。 

购 买 动

力（电、

蒸汽） 

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591,350,000 

 

503,914,478.34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

形势 

销 售 产

品、商品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0 [注]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和香港南北兄弟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1,210,000 34,303,140.87  过高预计行业经

济形势。 

[注]：因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于 2018年已成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交易不再构成关联交易，因而不适用。 

（三）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人 本次预计金额（元） 占同类业务的比例 

购买材料

商品、接

受服务 

宜昌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7,100,000.00 100%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南

北兄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4,501,600.00   

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韶关市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770,000.00 100% 

购买动力

（电、蒸

汽） 

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613,425,000.00 80% 

销 售 产

品、商品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南

北兄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56,390,8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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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务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其他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实业”）与豪

夫迈·罗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氏公司”）签订了《许可协议》，就磷酸奥司

他韦专利的非独家许可约定：罗氏公司权深圳东阳光实业在中国生产、制造及销

售磷酸奥司他韦产品。深圳东阳光实业与东阳光药签订了《授权许可协议》及相

关补充协议，约定将签署《许可协议》项下的权益无偿授予东阳光药，同时就向

罗氏公司专利许可费支付方式约定可（1）由东阳光药直接向罗氏公司支付，或

（2）由东阳光药向深圳东阳光实业支付费用后，由深圳东阳光实业向罗氏支付

等额费用，深圳东阳光不得向东阳光药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因深圳东阳光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如 2019年度内发生以上述（2）方式支

付专利许可费的，构成关联交易。根据相关协议，以磷酸奥司他韦的净销售额按

照 4.5%/3.5%或约定费率进行支付，因此关联交易金额以实际按产品净销售额计

算所支付的许可费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东阳光实业是 1997年 1月 27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09,6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

方花园 E 区 E25 栋。主营业务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

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

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因此，深圳东阳光为本公司关联方。 

2、香港南北兄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北兄弟”） 

香港南北兄弟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其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必胜

电子有限公司的外方股东，因此根据从严原则，将其定义为关联方。 

3、宜昌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机械”） 

长江机械是 2004年 4月 15日在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湖北省宜都

市东阳光工业园。主营业务范围为“设计、制造（维修）、销售高性能船舶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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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压力容器（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

件的，不得经营）、电子专业设备、测试仪器；机械（不含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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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际控制人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长江机械为

本公司关联方。 

4、韶关市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山城水都建筑”） 

韶关山城水都建筑是 2016年 4月 21日在韶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韶关市武江区武将科技工

业园韶关市光华机电五金商贸城 C2幢 284、285号商铺，主营业务范围为“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

业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

专业承包；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因韶关山城水都建筑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

光实业的受托管理企业，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5、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力发电公司”） 

火力发电公司是 2006 年 12 月 15 日在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13,275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宜都市枝城镇楼子河村。

主营业务范围为:“火力发电，生产、销售蒸汽（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其实际控制人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与本公司为同

一实际控制人。因此火力发电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6、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城水都建筑工程“） 

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是 2004年 5月 13日在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4200 万人民币，注册地为宜都市东阳光工业园。主营

业务范围为“承接土木工程、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的设计与施工”。因山城水都建筑工程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的受托管

理企业，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7、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之光铝业“） 

阳之光铝业是 1998年 6月 26日在广东省韶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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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76015 万人民币，注册地为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

发区。主营业务范围为“生产经营机械设备、机械产品。从事医药、化学、信息、

设备机械、智能机械、电子材料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经营范围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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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之光铝业为公司股东，因

此根据从严原则，将其定义为公司关联方。 

8、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东阳光药业“） 

宜昌东阳光药业是 2004年 1月 12日在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72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为湖北省宜昌宜都市滨江路 62

号。主营业务范围为研制、生产、销售医用辅料、医用包材、医用器械、添加剂、

原料药、仿制药、首仿药、生物药、新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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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东阳光药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际控制

的企业，因此将其定义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主要交易内容为：关联方自备电厂供电供汽交易；关联发为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为关联方提供包装印刷及产品等服务；关联方

工程公司提供厂房建筑维修和道路建设施工服务等。 

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供电电价基于宜昌市物价局 2011年 1月 19 日下发的《市物价局关于宜昌东阳光

火力发电有限公司直供区内供电价格的复函》，公司向关联方宜昌东阳光火力发

电有限公司所采购电力的年度结算单价为每年 1 月湖北省燃煤发电企业上网标

杆电价 80%，且年度中结算单价不再做调整；其余定价原则包括市场价、协议价

和成本加成价三种定价原则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本着必须、合理和优势互补的原则，公司与关联

方的关联交易是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业务往来，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是有利

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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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相应关联方就上述关联交易业已签署了书面合同。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相应关联方签署的书面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