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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1年度与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控股”）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与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雅生物”）

及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特佳集团”）

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表

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相关协议”），华润医药控股拟通过受让高特佳集

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接受高特佳集团表决权委托、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方式取得公司的控制权（以下简称“控制权转让”），

上述控制权转让涉及事项完成后，华润医药控股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华润医药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视同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华润医药控股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2020 年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华润医药控股下属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签订的

合同书、经销协议等交易文件，自相关协议签订（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期间，公司与华润医药控股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发生的

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 金额（万元） 

销售产品 

博雅生物 2,199.89 

广东复大医药有限公司 995.36 

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 830.98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59.69 

合计 4,485.92 

采购产品 广东复大医药有限公司 30.42 

合计 30.42 

（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将与华润医药控股及其下属控股子

公司、分支机构发生不超过 20,402.80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定价原则 

2021年度 

预计金额 

（万元） 

2020年度 

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博雅生物 

按照市场方式确定 

11,370.10 9,475.08 

广东复大医药有限公司 4,320.16 3,600.13 

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 2,440.81 2,034.01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31.80 1,776.50 

合计 - 20,262.87 16,970.39 

从关联方

采购产品 
广东复大医药有限公司 按照市场方式确定 139.93 30.42 

合计 - 139.93 30.42 

总计 - 20,402.80 17,000.81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十六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

关联交易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过审计净资产的 5%，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华润医药控股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跃伟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汇龙森科技园2幢B123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中路 2号院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668C 

设立日期 2007年 3月 22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

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

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



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

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

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为其所

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

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

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

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

术服务；（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

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其母公司

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六）允许投资性公司承接境外公司

的服务外包业务。（七）受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

通过），开展下列业务：1、在国内外市场以经销的方式销售其所投

资企业生产的产品；2、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运输、仓储等综合服务。

（八）以代理、经销或设立出口采购机构（包括内部机构）的方式

出口境内商品，并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九）购买所投资

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外销售，如所投资企业生产

的产品不能完全满足系统集成需要，允许其在国内外采购系统集成

配套产品，但所购买的系统集成配套产品的价值不应超过系统集成

所需全部产品价值的百分之五十；（十）为其所投资企业的产品的

国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投资性公司、其母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签

有技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十一）

在其所投资企业投产前或其所投资企业新产品投产前，为进行产品

市场开发，允许投资性公司从其母公司进口与其所投资企业生产产

品相关的母公司产品在国内试销；（十二）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机

器和办公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服务，或依法设立经营性租赁公司；（十

三）为其进口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十四）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

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十五）在国内销售（不含零

售）投资性公司进口的母公司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7年 3月 22日至 2057年 3月 21日 

股东名称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中路 2号院 

联系电话 86-10-5798 5000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华润医药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华润医药控股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华润医药控股合并口径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17,561,985.24  16,607,400.52  14,971,157.68  13,134,814.92  

总负债 11,960,575.98  11,285,930.94  10,556,985.16  9,161,596.69  

净资产 5,601,409.26  5,321,469.57  4,414,172.52  3,973,218.23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663,430.37  2,498,457.60  2,181,670.16  1,722,388.33  

资产负债率 68.10% 67.96% 70.52% 69.75% 

项目 2020 年上半年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8,112,605.53  18,042,295.20  15,988,736.72  14,882,671.45  

利润总额 415,775.35  603,578.14  788,931.67  750,148.40  

净利润 339,793.08  466,539.15  639,915.56  606,930.47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166,739.88  229,184.66  246,043.49  230,037.48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归母净资产收益

率 
6.26% 9.17% 11.28% 13.36% 

 

（四）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华润医药控股拟收购公司控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华润医药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视同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

与华润医药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履约能力分析 

华润医药控股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华润医药控股销售、采购产品，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

来，均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行业定价规则及市场价格为基础，经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

业务不会因为关联交易的实施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华润医药控股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的交易

采用年度协议/经销协议和/或采购合同书的方式予以确定，交易双方在协议中对

产品价格、规格、数量、经销区域、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产品质量保证、货物

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违约责任等主要内容进行明确约定。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 2020 年 9 月 30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与华润医药控股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以及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属

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的需要，额度适当，定价政策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

自愿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



同意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与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提交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 9 月 30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与华润医药控股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以及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属

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的需要，额度适当，定价政策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

自愿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

同意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华润医药控股控制的其他企

业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并同意预计 2021 年度与华润医药控股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华润医药控股控制的其

他企业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以及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其

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系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系公

司正常业务往来，且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博雅生物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18 日 


