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0829         证券简称：人民同泰      公告编号：临 2020-012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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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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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对本议案

的表决进行了回避。会议以 4 票同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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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滨

先生、韩东平女士、哈书菊女士沟通并获得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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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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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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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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董

事会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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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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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预计

金额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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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8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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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0.00 11,780.55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减少所致 

小计 13,550.00 12,629.98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5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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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6.01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减少所致 

小计 1,100.00 588.46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300.00 74.89 
本期实际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减少所致 

小计 300.00 74.89 
 

合计 14,950.00 13,2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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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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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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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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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00    0.21  175.00 849.4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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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0     2.80  2,933.00 11,780.55 1.54 

小计 23,650.00     3.01  3,108.00 12,629.98 1.66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哈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    0.03        本期预计接

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所

致 

哈药集团营

销有限公司  
1,500.00    0.19        

小计 1,700.00    0.22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哈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    0.07  104.10 552.45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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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0.01  17.30 36.01 0.005 

小计 700.00    0.08  121.40 588.46 0.075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哈药集团营

销有限公司 
100.00    0.01  6.40 74.89 0.01 

本期预计向

关联人提供

劳务增加所

致 

哈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00.00    0.08        

小计 800.00     0.09  6.40 74.89 0.01 

合计 26,850.00 3.39 3,235.80 13,293.3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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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701.90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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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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直销经营许可证从事直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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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阿维菌素原药；卫生用品（洗液）的生

产、销售；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保健食品、日用化学品的生产和

销售。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为 1,191,556.0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21,318.20万元，营业收入为 846,427.6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425.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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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浩 

注册资本：1,800 万元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 7 号 

主营业务：药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日用百货、医疗器械、

消毒产品（不含危险易毒品）；企业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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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9 月 30日，资产

45,064.73 万元，负债 82,835.53 万元，所有者权益-37,770.79 万元，

营业收入 170,747.96 万元，净利润 736.93 万元（2019 年 1-9 月数

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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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咨询、

服务；兽医技术服务；租赁汽车、房屋、场地；家禽养殖；饲料添加

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资产98,791.85万元，负债60,873.12万元，所有者权益37,918.73

万元，营业收入 24,243.50 万元，净利润 3,040.83万元（2019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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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司经营的需要,导致本公司在采购及销售方面与哈药股份

及其下属企业发生一定的关联交易,该等交易构成了公司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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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利润的组成部分。 

定价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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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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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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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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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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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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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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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