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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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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1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与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药控股”）签订《有关原材料/

产品的互供框架协议》。 

同日，本公司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签订《房屋租

赁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包括涉及房屋承租、出租业务的协议各一份，以下合

称“《租赁框架协议》”）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0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包括本集团与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

单位的销售及采购交易、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的房屋

租赁及物业服务、采购交易、劳务交易等）。 

●本集团业务覆盖药品制造与研发、医疗器械与医学诊断、医疗服务、医药

分销与零售等领域，与主要从事医药流通业务的重药控股存在上下游关系，日常

经营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购销等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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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集团相关控股子公司具备医疗器械、诊断试剂、药品经营及进出口资

质，因此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医疗物资的采购和驰援中，由本集团为复星国

际提供相关防疫物资（包括但不限于医药产品、诊断产品、医疗器械等）的进出

口代理、物流和供应等。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2019 年度，本集团与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44,88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560 

 

●2019 年度，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金额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1,464 

承租关联方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1,300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51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61 

接受关联方劳务 101 

本集团于复星财务公司
（注）

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97,953 

复星财务公司
（注）

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日最高余额 30,000 

注：复星财务公司即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3月 30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

团 2020 年日常关联/连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1）本集团与重药

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的销售及采购交易，（2）本集团分别与复星国际及

/或其控股子公司、联系人（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复星国际及

/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之间的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采购与销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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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交易等。 

2020年 5月 28日，本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集团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包括 2020年本集团与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

公司/单位、复星国际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 

2020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重药控股、复星国际签订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就关于与

重药控股签订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无董事需要回避表

决，全体董事（包括 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就关于与复星

国际签订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

姚方先生、吴以芳先生、徐晓亮先生、沐海宁女士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4名董

事（即 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上限 

1、根据《有关原材料/产品的互供框架协议》约定，2020 年度本集团与重

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发生的交易类别及金额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金额上限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60,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2,500 

2、根据《租赁框架协议》及《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约定，2020年度

本集团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发生的交易类别及金额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金额上限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2,000 

承租关联方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4,000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25,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60,00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200 

接受关联方劳务 3,000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1、公司名称：重药控股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 333号 

法定代表人：刘绍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2,818.46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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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医药研发及销售项目、养老养生项目、健康管理

项目、医院及医院管理项目进行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个人理财服务，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药品研发，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国

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存储），自有房屋租赁，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医院管理，健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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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重药控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2,547,995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806,53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384,38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人民币 78,802万元。 

关联关系：因重药控股（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持有本公司重要子公司重庆药

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0%以上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重药控股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2、公司名称：复星国际 

注册地：中国香港 

董事长：郭广昌 

主要业务：健康生态、快乐生态以及富足生态。 

财务数据：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并口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复星国际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1,568,12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为人民币 12,255,234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4,298,21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1,480,091万元。 

关联关系：因复星国际与本公司同为郭广昌先生所控制，根据上证所《上市

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复星国际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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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重药控股间的《有关原材料/产品的互供框架协议》： 

1、协议有效期：框架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重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3、主要交易： 

（1）本集团根据协议及相关具体的销售协议（及/或订单）的条款不时向重

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供应本集团生产经营的产品。 

（2）本集团根据协议及相关具体的采购协议（及/或订单）的条款不时从重

药控股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购买其生产经营的产品。 

4、定价依据： 

（1）按照与其他独立第三方的一般商业条款而订立； 

（2）参考市价后经公平协商而厘定。 

5、年度上限： 

 

交易类别 2020 年金额上限（单位：人民币 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60,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2,500 

 

（二）与复星国际间的《租赁框架协议》： 

1、协议有效期：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 

3、定价依据： 

（1）应基于相关出租方及承租方各自的利益； 

（2）应参照现行市场条件，以向第三方承租/出租的其他类似或可比房屋及

/或商业物业的租金及物业管理服务费的费率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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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并无前述类似或可比房屋作为参照基础，则应参照同一地区内其他

同等级别的房屋及/或商业物业的租金及物业管理服务费。 

4、年度上限： 

交易类别 2020 年金额上限（单位：人民币 万元）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及提供物业服务 2,000 

承租关联方房屋及接受物业服务 4,000 

 

（三）与复星国际间的《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1、协议有效期：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止。 

2、合同受约束方： 

（1）复星医药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单位 

（2）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 

3、主要交易： 

（1）由本集团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医药

产品、诊断产品、医疗器械等医用或其他防疫物资（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

检测试剂盒等）及其他相关产品。 

（2）由本集团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① 门诊服务，如内科、外科、妇科和其他经许可的诊断和医疗服务等； 

② 健康检查及健康风险评估等体检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③ 与疫情防控物资相关的咨询、进出口代理及相关服务。 

（3）由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 

① 定制产品，如食品及饮品、礼品和软件； 

② 其他产品，如日用品、食品及饮品、文化及创意产品等； 

③ 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非医用防疫物资及其他相关产品。 

（4）由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① 会务服务及 IT技术支持服务； 

② 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销售及渠道咨询服务、业务拓展咨询服

务。 

4、定价依据： 

（1）由本集团提供的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医用防疫物资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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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① 相关产品的性质、规格及数量； 

② 当地法定定价机构核定的价格； 

③ 产品（或市场上的同类型产品）的市价。 

（2）由本集团提供的服务： 

① 关于医疗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a）医疗服务的性质； 

（b）有关主管部门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布的市场调节价的规则规定，

以及适用的医疗守则及行业通行的定价制度（如适用）； 

（c）市场供求情况及品牌定位。 

②关于与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相关的咨询、进出口代理及相关服务，其定价应

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a）需要进出口代理服务的相关防控物资的性质； 

（b）市场同类型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价格。 

（3）采购产品交易： 

①关于定制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a）相关产品的性质、数量及定制要求； 

（b）价格及条款不得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就类似交易向其客户提供

的价格及条款。 

②关于其他产品，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a）相关产品的性质及数量； 

（b）至少两份独立第三方供货商的报价，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且价格和

条款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价格和条款。 

③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非医用防疫物资及其他相关产品，其定价

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a）相关产品的类型、性质、数量及销售的地域； 

（b）至少两份独立第三方供货商的报价，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且价格和

条款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类似的防疫物资的

条款。 

（4）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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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IT 服务及会务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

并参考： 

（a）仅供内部使用的 IT服务的性质； 

（b）会场的位置； 

（c）价格和条款不逊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就类似交易向其独立第三方

客户提供的价格和条款。 

② 关于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相关的销售及渠道咨询服务、业务拓展咨

询服务，其定价应按一般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参考： 

（a）服务涉及相关产品的类型、性质、数量及销售的地域； 

（b）获取至少两家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可比较市价； 

（c）价格与条款应与复星国际及/或其联系人向其他独立第三方客户的一般

商业条款类似。 

5、年度上限： 

交易类别 2020 年金额上限（单位：人民币 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25,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60,00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200 

接受关联方劳务 3,000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有关原材料/产品的互供框架协议》、《租赁框架协议》、《产品和服务互供

框架协议》系本公司与关联方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签订；签订该等协议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运营效率、符合本公司与股东的整体

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经审核，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与重药控股签订《有

关原材料/产品的互供框架协议》以及与复星国际签订《租赁框架协议》、《产品

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证所《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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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有关原材料/产品的互供框架协议》；  

5、《租赁框架协议》；  

6、《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